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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权可申报质押贷款贴息
本报讯 为引导和支持我省
中小微企业通过专利权质押方式
获得银行贷款，促进专利转化运
用，
日前，
省市场监管局印发《福建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组
织申报 2021 年度企业专利权质押
贷款贴息项目的通知》，决定组织
开展 2021 年度福建省企业专利权
质押贷款贴息项目申报工作。
申报企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申请贴息的企业应为福建省区域
内（计划单列市除外）注册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小微企业；
企业
以自有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银行
贷款，
且在 2020 年度已还清贷款；
企业用于质押的专利应为企业拥

有自主专利权的，
法律状态明确有
效，
且与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相关
性；
专利权质押合同应与贷款合同
存在关联性。专利权质押合同签
订时间应不迟于贷款合同签订时
间，
且应在专利权质押合同签订之
日起 3 个月内完成专利权质押登
记程序。
为提高贴息申请服务的便利
性，
从今年开始省局试点通过贷款
银行进行贴息申报，
目前参与试点
的银行为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
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建设银行福建
省分行、兴业银行省内各分行、福
建海峡银行，
在试点银行进行专利
权质押贷款的企业可直接通过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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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银行各分支机构进行贴息申报，
也可通过企业所在地设区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申报。
从非试点银行获得专利权质押贷
款的企业通过所在地设区市市场
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申报。
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采
取企业还贷后给予一次性核拨的
办法，贴息比例为 2020 年 12 月一
年期 LPR 利率（3.85%）的 20％，实
际利率低于 3.85%的按实际利率
计算。贴息时间从计算贴息之日
起最长不超过 1 年，每家企业享
受累计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购买专利权质押贷款保证
保险或在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下

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保证保险
或担保覆盖的专利权质押融资按
50%比例贴息。
申报企业须提供《福建省企
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申请
表》
（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填写并打
印）原件加盖公章；承诺书（通过
网上申报系统下载打印）原件加
盖公章；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
业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加
盖公章；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专利权质押合
同、贷款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银
行放款、还贷和利息支出凭证复
印件加盖公章；购买专利权质押
贷款保证保险或在政策性担保机

“金掌柜”进课堂
培育少儿财商
构担保下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
还需提交保单或担保合同复印件
加盖公章。
《通知》要求各市、县（区）市
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各试点
银行应严把质量关，对申报项目
进行认真审核。各设区市市场监
管局（知识产权局）会同财政局、
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会同
财政金融局、各试点银行应对符
合条件的项目签署审核意见并附
上推荐函后报送省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申报工作须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前完成，逾期网
上申报系统关闭不再受理。
（记者 杨朝楼）

石狮农商行金融知识宣传助力农民丰收节

长沙出台纾困新政策为企业排忧解难
记者 11 月 24 日从长沙市政
府办公厅获悉，长沙市近日出台
22 条惠企支持政策，从减轻企业
负担、加大金融和财政支持力
度、疏通供应链条断点堵点等方
面发力，
为企业纾困解难。
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提出
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
清理整治工作，整治行业协会商
会强制入会、强制收费行为，严
禁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
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全面取
消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保证金
及履约保证金、采购文件费用。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
行业的信贷支持，推动金融机构
落实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
保持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不减，对暂时陷入生产经营困难

但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
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
断贷、
压
贷。鼓励相关银行对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特别是商贸流通领域等的
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适当下
调贷款利率，发放纾困贷款。依
法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贴息资金，
对上述纾困贷款给予贴息。
在为文旅企业纾困方面，长
沙市规定，文旅行业各协会对受
疫情影响缴纳会费确有困难的
会员单位企业实行免收，免收部
分由长沙市文旅广电部门从专
项资金中予以适当安排，用于维
持协会日常运转开支。承租市
属国有企业及各级全资下属企
业经营性房屋土地资产用于生
产经营的文化旅游企业，因疫情
影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的，经租
赁双方协商确定后可适当减免
租金。
（新华）

本报讯“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 该怎么花？”
“你
认识哪些外币？”……11 月 23 日，石狮市私营企业协
会副会长、泉州市金掌柜财税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蔡
金福走进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开展“家长进课
堂”活动，以“小小银行家——少儿财商培养”为主题，
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以及储蓄的重
要性。
活动期间，蔡金福从货币的起源为切入口，采取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分别讲解了“钱从哪里
来”和“钱该怎么花”，并通过互动交流让孩子们认识
了我国各大银行、世界各国主要货币和如何数钱等知
识及技能。蔡金福教导小朋友：
“ 世界上也没有免费
的午餐，想拥有财富，就必须奋斗，而小朋友们现在最
好的奋斗就是学习，为将来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财富
做好基础。
”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王金国）

A 股延续分化格局 沪指 3600 点得而复失
24 日 A 股 延 续 分 化 格 局 。
上证综指盘中 3600 点整数位得
而复失，尾盘小幅收红。深市两
大股指和科创 50 指数继续收跌。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90.02 点
微幅高开，全天呈现先抑后扬格
局。盘中沪指下探 3575.29 点后
震荡回升，
午后一度升破 3600 点
整数位。摸高 3602.74 点后沪指
涨幅收窄，最终收报 3592.70 点，
涨 3.61 点，
涨幅仅为 0.10%。
深证成指收报 14887.60 点，
跌 17.53 点，跌幅为 0.12%。创业

板 指 数 跌 0.40% ，收 报 3478.66
点 。 科 创 50 指 数 跌 0.27% 至
1472.22 点。
沪深两市个股上涨数量略
多。创业板新股 N 海力挂牌上
市，
首日涨幅超过 170%。
行业板块同样涨多跌少。服
装、
白酒、
煤炭板块表现较好。饲
料板块继续表现疲弱，
航天国防、
农业、
化纤、
汽车等板块跌幅靠前。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4810 亿
元和 7214 亿元，
总量在前一交易
日基础上继续小幅萎缩。（新华）

港股 24 日涨 0.14% 收报 24685.5 点
香港恒生指数 24 日涨 33.92
点，涨幅 0.14%，收报 24685.5 点。
全日主板成交1373.69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 32.85 点，收报
8794.82 点，跌幅 0.37%。恒生科
技指数跌 31.32 点，收报 6292.16
点，
跌幅0.50%。
蓝 筹 股 方 面 ，腾 讯 控 股 跌
1.87%，
收报472.2港元；
香港交易
所跌 1.05%，收报 453 港元；中国
移动跌 0.73%，收报 47.4 港元；汇
丰控股涨1.32%，
收报46.1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
涨0.63%，
收报47.75港元；
新鸿基

地产涨0.25%，
收报99.95港元；
恒
基地产无升跌，
收报33.9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
跌 0.36%，收报 2.78 港元；建设银
行涨0.19%，
收报5.2港元；
工商银
行涨 0.24%，收报 4.26 港元；中国
平安跌0.78%，
收报57.15港元；
中
国人寿跌0.15%，
收报13.7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涨 1.64%，收报 3.71 港
元；
中国石油股份涨2%，
收报3.57
港元；
中国海洋石油涨 0.51%，收
报7.95港元。
（新华）

石狮市住房租赁
服务与监管平台上线
本 报 讯 11 月 19 日 ，2021
年“庆丰收感党恩·助力乡村振
兴”农民丰收节暨泉州乡村好
货展在石狮市泰禾广场隆重举
行。作为协办单位之一的石狮
农商银行深入丰收节现场积极
开展金融产品宣传、金融知识
普及、农户信息建档，倾情助力
农产品流通畅销和城乡消费市
场繁荣。
本次活动吸引了石狮以及
泉州各（县、市）的 70 多家农产

品、伴手礼等企业参加。活动
现场，石狮农商银行金融助理
身穿红马甲，紧贴本土农业特
色，立足百姓消费需求，通过设
立服务专区、主动走访展位等
方式，重点向参展农户、商户和
企业推介“福农 e 贷 2.0”
“ 福农
直通贷”
“ 福海贷”等“五福”系
列信贷产品，向到场消费者和
游客宣传“京东联名卡”
“ 乡村
振兴卡”等零售产品，详细演示
“福农 e 购”电商平台和“福农 e

付”支付渠道，并依托线上进件
系统当场办理信息建档、受理
业务申请，丰富灵活的特色产
品和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赢得
现场群众一致好评。
同时，石狮农商银行现场还
开展远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反假货币、存款保险制
度、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等金融知
识宣传，提升社会公众金融认
知，
营造良好金融消费环境。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丁树煌）

石狮农行开展惠农金融服务宣传
本报讯 11 月 19 日
下午，石狮农行协办并
参加石狮市 2021 年“庆
丰收感党恩·助力乡村
振兴”农民丰收节暨泉
州乡村好货展。
展 会 现 场 ，由 党 员
先锋队和青年志愿者组
成服务团队，向过往群
众和参会人员进行金融
知识、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和适老化金融服务等
宣传。同时在现场设置
的服务展位上，驻点金
融特派员为群众解答各
类惠农金融问题，推介
农行惠农 e 贷等特色产
品。
（记者 杨朝楼 通讯
员 洪佳德）

24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调 26 个基点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
数据显示，24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中间价报 6.3903，较前一交易
日上调 26 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公布，2021 年 11 月
24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
率 中 间 价 为 ：1 美 元 对 人 民 币
6.3903 元，
1 欧元对人民币 7.1865
元，100 日元对人民币 5.5497 元，
1 港元对人民币 0.82001 元，1 英
镑对人民币 8.5487 元，1 澳大利
亚元对人民币 4.6164 元，1 新西
兰元对人民币 4.4436 元，1 新加
坡元对人民币 4.6788 元，1 瑞士
法郎对人民币 6.8464 元，1 加拿
大元对人民币 5.0412 元，人民币

1 元对 0.65696 马来西亚林吉特，
人民币 1 元对 11.6219 俄罗斯卢
布，人民币 1 元对 2.4798 南非兰
特，
人民币 1 元对 186.14 韩元，
人
民币 1 元对 0.57482 阿联酋迪拉
姆，
人民币 1 元对 0.58711 沙特里
亚尔，
人民币 1 元对 51.4883 匈牙
利福林，
人民币 1 元对 0.65450 波
兰兹罗提，人民币 1 元对 1.0348
丹麦克朗，人民币 1 元对 1.4140
瑞典克朗，人民币 1 元对 1.3927
挪威克朗，人民币 1 元对 2.00660
土 耳 其 里 拉 ，人 民 币 1 元 对
3.3236 墨西哥比索，人民币 1 元
对 5.1826 泰铢。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中间价报 6.3929。 （新华）

新西兰央行再次上调基准利率至 0.75%
新西兰储备银行（央行）24
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
基点至 0.75%，以进一步遏制通
胀。这是它 10 月以来第二次加
息，
此举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新西兰央行表示，连续加息
的最主要动因是近来新西兰通
胀居高不下。9 月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4.9% 。 而 数
据表明，
CPI 还将继续走高，
或在
近期突破 5%，大幅超过 2%的央
行控制目标。

新西兰央行指出，近期新西
兰全面放松公共卫生限制，将有
助于人员、物资和服务的流动，
但同时预计德尔塔毒株将进一
步在新西兰境内扩散，给公共卫
生设施带来压力，并为经济活动
和投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新西兰央行表示，尽管油价
高企、运输成本上涨和全球供应
链危机共同推高短期物价指数，
但新西兰经济各方面已表现出
较强韧性和活力。
（新华）

深化平台经济合作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广告

兴业银行泉州分行
举办石材工业互联网数字金融推介会
近年来，传统制造产业不断
向智能制造转型，各产业工业互
联网平台应运而生，全新的工业
生态和数字经济优势正逐步显
现。在泉州，石材产业作为当地
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正不断
探索数字化经营转型的新路子，
集中石材产业链大数据的“链石
商城”平台就是该产业实现转型
升级的典型代表。
为进一步深化与石材工业互
联网平台合作关系，提升数字金
融赋能石材行业转型升级的能
力，11 月 22 日，兴业银行泉州分
行石材工业互联网数字金融推介
会在南安市石材协会举行。兴业
银行泉州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
理林玮欣，南安市石材协会会长
王清安，执行会长刘良，以及部分

石材企业代表参加会议。推介会
级是兴业银行的一项重点工作。
上，与会人员就数字金融如何为
今年以来，
兴业银行泉州分行在总
企业发展加速、实现工业互联网
行战略引领下，
全面加快数字化转
技术能力和服务模式提升等相关
型，
积极探索数字经济金融服务新
话题进行了热烈探讨。
模式。除
“链石商城”
平台外，
还与
当前，石材行业融资渠道仍 “一品嘉”平台达成战略合作。截
以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为主，而
至目前，该分行已为 11 家“一品
兴业银行为“链石商城”平台入驻
嘉”平台入驻企业落地“一品嘉信
石材加工企业定制的线上“快易
用贷”
超 1900 万元。
贷（链石商城）专属模型”恰好解
兴业银行泉州分行党委委
决了这一“痛点”。该模型弱化对
员、行长助理林玮欣表示，下一步
企业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的依
该分行将配合“链石商城”智能设
赖，平台企业依据在“链石商城” 备推广，
充分发挥
“链石商城”
专属
平台上的自身数据信息，即可获
贷款审批模型作用，
实现平台数据
得最高 200 万元的高效、低成本
资源快速转化为企业信贷资源，
进
资金支持，有效解决企业与银行
一步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信息不对称难题。
融资服务，
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
作为总部在福建的全国性商
与企业携手并肩，
共同开启数字经
业银行，
支持福建产业经济转型升
济时代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住建局联合建设银行石狮
分行推出住房租赁服务与监管平台，市民可通过手机
下载安装 CCB 建融家园 App，登录完成租赁合同网
签、备案申请，实现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全程网办，为社
会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房屋租赁服务。
住房租赁服务与监管平台依托石狮市不动产登
记系统和建设银行实名身份认证系统，可以精确定位
出租房屋位置信息，快速核验房源真实性及租赁当事
人身份信息。平台包含房源查找、房源发布、房源核
验、房源评价、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中介机构信用管理
等功能，
真正做到了真房源、真身份、真委托。
目前，石狮市已备案房地产中介机构名单已在平
台发布，市民可上线查询。特此提醒广大群众，在委
托住房租赁中介机构开展住房租赁业务之前，应先审
视该住房租赁中介机构是否已取得营业执照，机构是
否已备案，
切勿选择不合规的机构。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林冰冰）

广告

兴业银行泉州分行
与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1 月 23 日，
兴业银行与福建省工商联在福州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会上，兴业银行泉州分行紧跟总
行部署，与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在泉州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该分行将依托总行在集团综合金融服务方
面的优势，结合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在组织网络方面
的优势，双方共同搭建服务泉商企业和个人的全方位
金融服务平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泉籍企业发
展壮大。兴业银行泉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良杰，
泉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晖，以
及双方主要领导和部分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本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开启了新的篇章，将
进一步有效推动双方增进共识、凝聚合力。根据协
议，双方将共同商定泉籍民营企业合作提升方案，共
同梳理客户、制定目标、细化服务。
作为广大民营企业之家，泉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充
分了解众多泉籍民营企业需求，成为企业与金融机构
之间联系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依托于此，兴业银行
泉州分行将积极打造“四个专属”机制协同，为泉籍民
营企业提供专属服务体系、专属授信政策、专属产品
服务、专属配套资源，
助力泉籍民企做强做大。
泉州是民营经济大市，区域内民营经济活跃，民
营企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助力建设全
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长期以来，兴业银行泉州分行
聚焦提升服务民企质效，不断完善民营企业服务机
制。在持续加大基础信贷规模投入的基础上，为民营
企业量体裁衣，做好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对接工作，
持续推出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切实解决各类
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需求。今年以来，该分行依托
数字化转型契机，加深与平台经济的合作，运用金融
科技力量服务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截至 2021 年 10 月
末，兴业银行泉州分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 190 亿元，
较年初增长近 14 亿元。
该分行表示，将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进一步
加大双方合作力度，携手为推动泉州市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建设“海丝名城、智造强市、品质泉州”贡献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