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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 为民营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不忘初心 西安银行全新起航拥抱陕西发展新机遇
二十二载斗转星移，于一家企业来说恰如青春昂扬的少年，

正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之时。22年一路走来，西安银行结合
区域特点，专注于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市民提
供便捷化的金融服务，也正是他们的执着与努力，为三秦大地谱
写出一曲曲动人的金融篇章。

2019年3月1日，作为“金融陕军”的一员，西安银行代表西北
地区银行圆梦，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成为西北地区首家A股上市
银行。站在新起点，西安银行再一次踏上转型发展的快车道。

处于中国经济第一阶梯和桥头
堡的西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
为致力于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机
构，西安银行始终以服务全市经济
建设为己任，大力发展特色金融服
务，全力助推“大西安”产业发展。

从 2008年第一个“三年战略规
划”的制定，到2011年第一个“五年
战略规划”，再到新一轮的五年规
划，西安银行实现了一系列战略突
破。截至2018年末，西安银行实现
营业收入达 59.76亿元，比 2017年
末增长 21.3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62 亿元，同比增长
10.82%；总资产规模达到 2434.90
亿元。

回忆起这些年支持地方经济建
设的点滴，西安银行的身影处处可
见。仅过去一年，西安银行不仅加
大对新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
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更是重点支持西安地铁、火车站
北广场、大雁塔北广场、团结水库等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
产业。

“民营经济兴，则陕西兴；民
营经济强，则陕西强。”自成立以
来，西安银行就确立了“服务地方
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百
姓”的战略定位，始终把服务小微
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作为立行之
本、发展之源。

截至2018年12月末，西安银
行区域内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00
余亿元，占公司类贷款比例超过

40%。2018年12月，西安银行召
开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正
式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12条
措施”并与22家民营企业代表签
署金融服务协议。

在互联网不断升级的背景
下，西安银行将互联网渠道与传
统服务渠道进行融合创新，推出
的科技金融产品也饱受市场好
评，例如“税金贷”、个人助业贷等

“线下+线上”运作模式，利用大数
据实现小微金融的批量化营销和
服务；同时创新担保方式，设计推
出“POS”流水贷、“科技金融贷”等
特色金融产品，与银税合作，实现
银税数据直连；启动“西银e贷”产
品上线运营工作；加强与多家第
三方平台公司的合作和对接，拓
展小微资产业务获客渠道，丰富
小微企业“盈动力”产品体系。

“如果说陕西经济是西安银
行的根，那么为市民提供便捷化
的金融服务就是西安银行的魂。”
一位在西安银行工作十余年的老
员工说道。

作为全国首家实现银联聚合支
付的银行。西安银行自主研发的“西
银惠付”服务平已经覆盖我省政府类
惠民工程放心早餐、市机动车停放服
务中心、各大景区等多重领域。

除此之外西安银行的“西银
在线”、供需宝、慧管家等一系列
服务平台，打造出了具有本地特
色的生活+金融线上生态，提供交
通违法处理、水费、长安通、秦华
天然气、ETC三秦通卡的自助充
值和线上缴费服务，不仅服务近
400万个人客户，同时以开放的
态度跟本地单位和企业合作，进
一步助推了行政效能革命，共同

推进西安智慧城市建设。
回顾这22年，是西安城市快

速发展的22年，也是西安银行与之
携手并进的22年。展望未来，西安
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建设、助力民营
经济腾飞的初心不改，站在22周年
的新起点，西安银行将再次拥抱

“大西安”发展机遇，在陕西改革新
发展中凝神聚力，砥砺奋进。

薛凯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与陕西经济同生共长

聚焦普惠金融为市民提供便捷化金融服务

脑机混合无人系统智能增
强控制技术，具备高效去除水中
氨氮/铁/锰催化活性的新型铁锰
复合氧化物滤料……来自浙江
的客商王建设在西安曲江国际
会展中心B4馆内的陕西科技展
区驻足良久。这些都是他非常
感兴趣的。

科技范的陕西科技展区

“这个血液透析器使用的空
心纤维膜是聚砜类空心纤维膜，
具有较高的抗破坏性能，它的化
学稳定性较高，可耐多种试剂和
r射线消毒，玻璃化温度较高，也
可使用高温蒸汽消毒。最主要
的是膜的内外表面光滑，不易损
伤血液病中的有形物，易冲洗、
残血小。对肌酐、尿素等物质有
优良的透过性。”陕西省膜分离
技术研究院工作人员正在为前
来咨询的客商进行介绍。陕西
省膜分离技术研究院也是此次
丝博会期间，陕西科技展区推荐
的新型研发平台中的一员。所
谓新型研发平台是指“四主体一
联合”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
台，四主体就是企业作为投资主
体、管理主体、需求主体、市场主
体，一联合指的是企业与高校的
联合，建设“四主体一联合”研发
平台，目的是打通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推动高校
和企业无缝对接，建立高校科研
潜力释放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
的新机制。省科技厅的数据显
示，目前我省已建立13个“四主
体一联合”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
发平台。此次 7家新型研发平
台共建单位参会展示，这7个新
型研发平台涵盖了从传统能源

领域、通信技术到中药以及农产
品深研究多个领域。

西安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是陕西科技展区科创板拟上
市培育企业板块的参会企业之
一。工作人员朱琳告诉记者，公
司已连续 4年参加丝博会了。
本届丝博会各展团和参展商在
产品选择和布展上都大打科技
牌，纷纷选取有自主知识产权且
技术领先的高精尖产品进行推
介，相信通过交流洽谈，一定能
迸发出高质量的合作火花。除
此之外，今年陕西科技展区还展
示了“一院一所”模式、2018年我
省科学技术奖项目等。

展示交流创新融合的平台

陕西省技术转移中心办公
室主任赵陆一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去年，省科技厅面向全省征
集招展项目，各企业都非常积极
踊跃，很看重这样的宣传推介机
会，有 130多家企业报名，最终
确定产业性和推广性好的22家
企业参展。这样的平台不仅在
省内知名度高，还吸引了外国团
体慕名前来。去年就有一个英
国来访的团体找到组委会，并引
荐到陕西科技展区进行对接，他
们关注的是高校科技成果，并寻
求可供转化的科技成果。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
今天，丝博会不仅是一个展示与
交流结合的平台、更是一个传统
与创新融合的平台。我省是科
教大省，高校和科研院所林立，
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沃土，期待利
用好丝博会这一合作交流平台，
充分展示我省坚实的科技发展
基础和瞩目的科技创新发展成

绩，彰显我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的高质量科技发展成就，同时通
过这样的平台，向前来参会的企
业展示我省是如何服务科技企
业，以交流促进合作，以合作促
进发展。下一步，会对参会企业
有一套跟踪机制及配套服务，再
优先推荐参展企业参加外省的
推介会。

科技企业眼中的丝博会

今年第一次参展的上海微
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制造集成电路和信息
产业所用各类光刻机的企业。
在业务总监贺跃进看来，丝博会
是一个较好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平台。他表示，随着西安这一丝
路起点的引领带动，企业能更好
地辐射到甘肃、青海、宁夏等地
方。东部沿海企业较早跨入改
革开放浪潮，在高端装备领域，
特别是电子信息装备方面较为
突出，他希望通过此次展示交
流，能够带动陕西地区该产业的
发展，以获得更多市场。

“丝博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个好的选择，因为它绝对是一个
品牌类的展会，所以希望利用这
个平台，能够把我们在江苏的一
些技术，通过这个平台向中部或
者西部地区进行大力推广。”江
南石墨烯研究院创业中心丁亚
军表示，他们参加此次丝博会，
将重心放在石墨烯从原材料到
下游产品应用这一整个产业链
的综合性展示，最大限度发挥石
墨烯材料的商用价值。

对于台商许瀛瑄来说，是第
一次参加丝博会，这次她带来了
所代理的产品黑谷天禄——干
红工艺所产制的黑谷酒。推介
产品是她的目标之一，更多的是
希望通过丝博会这个平台寻求
多方位的合作。2018年下半年，
许瀛瑄在杨凌建立了陕西杨凌
耕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就
是为了有效地利用陕西农业科
技资源，就地取材将农业产品转
型精致化，目前她正忙于自主研
发米拉斐欧瑞牡丹系列化妆品，
让全世界的人用新的角度看待
中国品牌农业。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讯（记者文锦）作为第四届丝
博会西安代表团的重要活动，5月12日，
由西安市政府、省商务厅主办的“2019
对话美国硅谷科创企业活动”在西安召
开。来自美国知名科创领域专家、企业
高层、投资机构和投资人代表、国内知名
企业代表共计约200人参加会议。

2019对话美国硅谷
科创企业活动召开

为了加快新能源产业布局，加速第
四届丝博会新签约项目落地，5月13日，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与深圳新恒业科技集
团就新恒业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召开对
接工作会，洽谈细节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开
工，并围绕深层次细节签署合作协议，以
此推动泾河新城产业布局再启新篇章。

“泾河新城是一块投资兴业的沃
土，是我们企业的福地。随着营商环境
的显著提升，交通的通达便捷，尤其是去
年正阳大道的通车给乐华城带来了很大
的收益，2019年第一季度的营业额已经
超额完成。”深圳新恒业科技集团董事长
秦敬轩表示，此次将新能源项目落户泾
河新城，既是看中了泾河新城在新能源
产业方面的布局，也是新城在营商环境
方面的不断改善，更坚定了投资兴业的
信心。 本报记者余明

牵手深圳新恒业科技集团

泾河新城打造
新能源产业基地

铜川特色产业国际
合作对话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维）5月 13日上
午，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的
铜川—“一带一路”特色产业国际合作
对话会举行。来自英国、日本、新西兰、
印度、越南、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加拿
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商
协机构、投资集团以及省内外企业代表
共同见证本次对话会。会上，哈萨克斯
坦、印度、英国、日本、越南、柬埔寨等商
协代表与我省企业代表围绕中医药、陶
瓷、新能源等产业合作进行互动交流。

科技创新交流融合更加紧密

“科技人”眼中的丝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