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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近日，农行陕西省分行与陕西
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签署双创企业
金融合作框架协议，将安排1亿元专
项信贷资金，通过强化产品和服务
创新，建立“以贷代评”合作机制，助
力全省创新创业企业培育及科技创
新发展。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标
志着该行步入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
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新阶段。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致力于统筹全省科技资源开展
规划和科技投融资服务体系建

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并承办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

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优
势，资源共享，建立“以贷代评”合
作机制，积极助力陕西省“双创”
升级。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将立足陕西省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积极整合创新创业资源优势，
向农行陕西省分行推荐优质大赛
参赛企业；农行陕西省分行将发
挥融资服务比较优势，开辟绿色
通道，优先重点支持陕西省科技

资源统筹中心推荐的科技企业，
累计提供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意
向性资金，全力服务科技企业融
资需求，并结合大赛“以贷代评”
政策，向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
心推荐符合政策的企业。

“以贷代评”政策，是陕西省
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依托商业银行
在审贷方面的专业优势，对商业
银行已发放贷款的创新创业主
体，在申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
西赛区）资格中免予初审，直接进

入报名环节。
农行陕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围绕制造业、绿色金融、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进
一步深化银政合作，围绕双创示
范基地和创新创业主体，加快金
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通过市
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
途径，有效整合金融服务资源，为
创新创业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
命周期、综合化金融服务。
高海霞郝永民本报记者张翌晨

为提升陕西中小微企业信用
能力，形成“信用助融资，融资促发
展”的良好氛围，中国人民银行西
安分行近日印发了《陕西省信用
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出
台，对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提升
中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比例，优
化区域信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将
“信用能力提升工程”纳入今年
分行重点工作和征信管理工作
重点考核指标，建立信用能力提
升工程报告制度。与省发改委、
陕西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推动建
立健全涉企信用信息归集机制，
提升市场主体信用能力。同时，
做好陕西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又称“秦信融”平台，省级地
方征信平台）2.0版上线运行，组
织辖区内金融机构针对中小微
企业的特点，创新特色信用贷款
产品，发挥信用增进作用，支持
中小微企业纾困、增信。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数据
显示，截至一季度末，“秦信融”
平台已连通数据源单位共计 59
家省级政府部门，采集企业信息
条数 6837.24 万条，收录本地企

业 1.2万户，累计查询 60万余次；
服务金融机构 56家，共发布信易
贷、秦科贷、商票贷、税融通、西
银 e贷等金融产品 129个。通过
平台促成融资规模逾 70亿元，其
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金额 31.52
亿元，省级地方征信平台的作用
已逐步显现。

另外，联合开展全省信用建
设示范县（示范园区）和企业信用
建设示范创建等活动，各市（区）
积极申报和创建，信用示范作
用有效发挥。截至一季度末，
全省累计开展信用评定农户
501.82万户，评定新型农村经营

主体 16.13万户，全省创建信用
村、乡 3534 个，信用县 4 个，农
户贷款余额为 1195.07 亿元，新
型 农 村 经 营 主 体 贷 款 余 额
142.95亿元，发挥信用引导信贷
资金配置的正向激励作用。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
行将加强对辖内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金融机构、征信评级机构的督
促指导，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
及时跟踪分析辖内相关政策措施
进展情况及成效，适时对辖区信用
能力提升情况开展评估，助力实体
经济发展，优化区域信用环境。

秦宇涵本报记者杨代利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了解
到，2022 年一季度，全省跨境收支规模
144.2亿美元。总体来看，货物贸易收支
规模稳中有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长逾
6倍，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明显提升，外汇衍
生品履约金额大幅增长，全省跨境收支呈
现四大特点。

货物贸易收支规模稳中有升，对全省
贡献度较高。一季度，全省货物贸易跨境
收支规模 109.61亿美元，同比增长 6.13%，
是拉动跨境收支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翻倍增长，高技术
行业吸引外资流入明显。一季度，全省国
际收支口径外商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流入
4.03亿美元，同比增长 6.34倍；净流入 3.78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净流出 1.3亿美元，累
计净流入明显增多。分行业看，研究和试
验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外资流入分列前三位，分
别流入 1.54、0.66和 0.44亿美元，占比分别
为38.21%、16.38%和10.92%。

一季度，全省国际收支口径对外直接
投资流出1.9亿美元，同比下降42.89%。其
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及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为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最主要行
业，分别流出 1.04亿美元和 0.5亿美元，合
计占比 80.9%，主要是RCEP生效后，以优
质龙头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向东南亚国家
转移产能布局、积极构建和稳固跨境产业
链和资源供应链。

秦宇涵 本报记者杨代利

一季度陕西跨境
收支规模144.2亿美元

本报讯（记者 王哲）5月 6日，西咸新
区空港新城与西安交通大学深化教育合
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秉持“校地连
动、优势互补、创新驱动、互惠共赢”的原
则，充分发挥西安交通大学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优势和空港新城临空经济、枢纽
建设、开放平台等方面发展优势，重点开
展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交流、战略决
策咨询、秦创原建设实践等方面合作，实
现高质量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席
光，西咸新区党工委委员、空港新城党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贺键代表双方签约并
致辞。

仪式上，席光与贺键签署了《西安交
通大学和西咸新区空港管委会深化合作
协议书》和《西安交大委托管理空港新城
实验学校协议书》，与会领导一同为“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基础教育创新实验
基地”、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空港实验
学校、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空港高级
中学揭牌。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高端智库
合作、人才培训交流、共建秦创原空港先导
区、共创临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基
础教育合作等，不断深化西安交通大学与
空港新城“教产学研”合作，更好地服务区
域人才引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共谱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其中，围绕基础教育合作，空港新城与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达成“委托管理”协
议，在同一校区内建设西安交通大学附属
中学空港实验学校和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
学空港高级中学，组建“名校＋”教育联合
体，进一步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总投资约近10亿元的西安交通大学附
属中学空港实验学校，占地 135.8亩，总建
筑面积约 7.57万平方米，可提供学位 3180
个，今年9月将招生开学。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5月 7
日下午，西安经开区举办秦创
原·2022西安市先进制造与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秦创原
先进制造业示范带建设推进会
主题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中
国工程院院士、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院长张平祥出席活动并作主
题报告。活动现场，还分别为西
安外科医学、西安成立航空、华羿
微电子、陕西天元智能、西安惠普
生物等 8家获批市瞪羚企业，大
普科技产业园、智巢创新空间、西
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有色金属新材
料创新中心等 5家获批市秦创原

“三器”示范平台企业，北方发展
投资、陕汽控股集团、西安辰安电
气、西部超导、西安智能再制造研
究院等 5家获批市秦创原“创新
联合体”企业以及西北有色金属
研究院、秦川集团 2家获批市秦
创原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企业授
牌。经开区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为核心，以大中小企业融通

生态为特色，统筹各类科技资源
要素，从科技企业梯队、创新平台
建设、知识产权服务、科技金融支
撑、人才集聚培养、创新创业生态
等方面，打造立体联动“孵化器”、
成果转化“加速器”和两链融合

“促进器”，不断加强布局培育，
优化创新生态。

经开区秦创原先进制造业示
范带“三器”平台进行了合作签约，
西部超导与西北工业大学签订创
新联合体（成果转化“加速器”）合
作共建协议，中国重型机械研究
院与陕钢集团签订两链融合“促
进器”合作协议，中车永电与西安
交通大学签订立体联动“孵化器”
合作协议。经开区、高陵区、临潼
区、阎良区（航空基地）相关负责
人现场签订了秦创原先进制造业
示范带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将在
秦创原先进制造业示范带产业合
作、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开放共
享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掌声不
断。西安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在

致辞中表示，以省、市关于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总体要求为抓
手，经开区强力推动秦创原创新
驱动平台建设，激活了高质量发
展的“一池春水”，助力西安打造
新动能强劲的国家创新名城，构
建秦创原“一总两带”总格局。

截至目前，经开区拥有各类

创新平台和称号 487个，培育“五
上”企业 1302家，高新技术企业
588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65家，小巨人企业169家，瞪羚企
业 39家，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
企业 28家，经开区已成为西安市
秦创原建设、数字经济和先进制
造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本报讯（记者 唐明军）经过
一年多的筹备，近日，秦龙乳业集
团低温冻干工艺羊初乳粉研发、试
产成功，正式产品将于近日面市。

据陕西秦龙天润乳业总经理
郭余粮介绍，羊初乳稀少、营养价
值高，但此前国内没有企业加工
羊初乳粉，因为它产量小（首先得

确保羔羊能吃上足量羊初乳，余
出的羊初乳才用于加工生产）、原
料周期短（仅限母羊产后 72小时
以内的初乳，羊每年只产一次羊
羔）、加工工艺复杂、生产成本很
大。如今，秦龙乳业集团拥有自
控奶山羊近 30万只，投建羊初乳
生产线，采用中空陶瓷膜过滤工

艺和低温冻干工艺，成功生产出
羊初乳粉。

据介绍，羊初乳粉生产工艺
完全不同于普通奶粉生产，全过
程低温，确保了羊初乳固有营养
保健生物活性成分。秦龙乳业出
具的该企业生产的羊初乳粉检测
报告显示，样品所检项目符合相

关内容标准要求。目前秦龙乳业
研制的羊初乳粉生产配方和加工
工艺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保护。

业内人士表示，陕西羊乳每一
个重大创新成果，都为中国羊乳产
业带来新的发展。羊初乳粉专业
生产线建成投产，对于陕西乃至中
国羊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信用能力提升工程助推陕西实体经济发展

农行陕西省分行

整合服务资源助力“双创”升级

空港新城携手西安交大
深化教育合作

陕西首条羊初乳粉生产线建成

打造国家创新名城构建“一总两带”总格局

西安经开区“科创新引擎”再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