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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奖励 1000 万，外企入豫再迎利好

河南鼓励跨国公司在豫设总部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河南筑巢引凤再出新招。6 月 10 日，河南省商务厅、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
型机构的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其中披露，经认定的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分别给予不超过 1000 万元和
不超过 5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持，分 3 年按 40%、30%、30%的比例发放。

总部经认定后
最高可获千万元奖励
根据《规定》，经认定的地
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分别可
给予不超过 1000 万元和不超
过 5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
持，分 3 年按 40%、30%、30%
的比例发放。什么样的区域
机构才符合认定条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梳理发现，文件明确指出，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以下简称地
区总部）是指在中国境外注册
的跨国公司在河南省设立的
履行跨省以上区域范围管理
和服务职能的总部类型的外
商投资企业，包括投资性公司
和管理性公司。
而投资性公司是指依据
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
资性公司的规定》设立的从事
直接投资的公司，不包括经国

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具有独
省对外开放的重要指标之
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管
一。据了解，为贯彻落实
理性公司是指具有对中国境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有
内跨省市区域实施资金管理、 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
采购、销售、物流、结算、研发、 发 展 若 干 措 施 的 通 知》 精
培训等营运职能的公司。
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总部型机构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省商务
是指虽未达到地区总部标
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该
准，但实际履行跨国公司在 《规定》，鼓励跨国公司在河
中国境内跨省市区域的管理
南省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型
决策、资金管理、采购、物
机构。
流、结算、研发等支持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在
中多项职能，且同时满足母
引进境内外资金方面持续提
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 1 亿美
升。河南省商务厅发布的数
元、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
据显示，2019 年前 4 个月，
不少于 2 家外商投资企业、申
全省新设外资企业 64 家，增
请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 长 16.0% ； 实 际 吸 收 外 资
万美元等条件的外商投资企
51.1 亿美元，增长 5.2% （省
业（含分支机构）。
全口径，含外商投资企业资
本金、外商投资企业再投
引进境内外资金
资、境外借款、境外上市融
资、设备出资等）。富士康、
河南稳步增长
双汇、心连心化肥等资金陆
利用外资水平是衡量一
续到位。实际吸收港资 33 亿

美元，占全省的 64.6%。“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设外资
企业 4 家，实际到位 4.7 亿美
元。
与此同时，前 4 个月全省
新设省外资金项目 1656 个，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3391.4 亿
元，增长 4.1%。承接京、粤、
苏、浙、沪、鲁 6 省市产业转移
资 金 2458.3 亿 元 ，占 全 省 总
额的 72.5%。产业引资比例
也呈现出了协调发展的局面，
第二产业到位 1605.4 亿元，
增 长 3.0% ，占 比 47.3% 。 第
三 产 业 到 位 1584.3 亿 元 ，增
长 5.8%，
占比 46.8%。

引入区域总部
有利于资源整合
对于《规定》的出炉，相关
行业人士又怎么看？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盈表示，

近些年来对外开放、招商引资
等陆续被列入政府工作重
点。引入外商、外资以及搭建
合资企业为常见的引凤筑巢
方式，其中引入跨国公司在豫
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
则更加具有意义。他还提到，
区域总部和总部型机构不仅
能将外部技术和资金引入河
南，还能把河南的产品输送出
去，最终达到资源整合的作
用。
河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规定》的出台是
对河南省促进外资发展政策
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下一步商
务厅会根据企业的具体申报
情况，统一组织审核。该负责
人还表示，目前全国陆续出台
了不少扶植政策，这些跨国企
业的总部落子河南后，不仅能
在财政上享受一定补贴，还将
有机会享受多项综合优惠政
策。

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 办好“网上的银行”

建设银行以科技惠民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晏辉

作为国有大行，建设银行一直以来聚焦普惠金融、住房租赁、金融科技“三大战
略”，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集存、贷、汇、缴、付等核心业务于一体的“网上银行”。
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建设银行实施服务小行业、小企业的“双
小”普惠金融战略，依托企业 ERP 云平台、手机银行等服务入口，提供“小微快贷”等金
融服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非金融服务，依托手机银行随时、随地、随身办理业务的特
点，加快部署上线“小微快贷”
“平台快贷”等普惠金融贷款产品。截至 2018 年末，建
设银行网络金融渠道“小微快贷”相关交易达 250 万笔，交易额超过 6000 亿元。

加强科技创新
赋能网络金融服务
近年来，建设银行不断加
强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
力度，丰富手机银行生态系
统，平衡交易安全和使用体
验；运用强大支付系统推出
“无感支付”服务，有效提升客
户体验；运用场景化思路输出
直销银行，开启银行经营新模
式。
比 如 ，建 设 银 行 推 出 的
“无感支付”停车服务，将车辆
号牌绑定银行卡，在车辆进出
停车场时系统自动识别、扣

费，实现了停车场进出“免停
化了客户访问体验。
车、免刷卡、免扫码”。如今，
另外，建设银行不断完善
建设银行已与近百家机构开
风险防控手段，运用人工智
展合作，将直销银行场景化金
能、生物识别等技术打造智能
融服务覆盖至消费购物、旅游 “风控大脑”，全面提升网络金
出行、住房租售、休闲娱乐等
融风险管理水平。2018 年，
八大类重点民生领域场景，让
建设银行网络金融拦截欺诈
金融服务“无处不在、无微不
风险事件 5 万余起，防控效果
至”
。
显著。
目前，网络金融渠道已成
为客户交易和服务的主渠道， 破解民生需求
在此基础上建设银行进一步
打造民生服务名片
完善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的
访问体验，依托“神算子”智能
将业务发展与支持国家
推荐平台在网站、网上银行、 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相结
手机银行、善融商务实现了
合，建设银行在服务民生方面
“千人千面”信息精准发布，优
迈出了坚实步伐。

“悦生活”平台是建设银
行民生服务领域的一张闪亮
“名片”，具备缴费充值、商旅
出行、汽车服务、教育服务等
8 大类 249 项服务场景，缴费
场景数近 7 万个，拥有各类商
户 6 万余户。在助力实现客
户日常费用缴交的基础上，建
设银行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
金融科技对“悦生活”进行迭
代升级，创新推出云服务功
能，提供诸如“物业云”
“ 学费
云”
等个性化解决方案。
同时，为满足客户移动金
融服务需求，早在 2000 年建
设银行就开始布局手机银行，
实现了从“交易工具”向“财富
伙伴”的跨越式转变。近年
来，借助金融科技成果不断丰
富自身生态系统，建设银行手
机银行成为建设银行的标杆
化应用之一。
依托手机银行服务优势，
建设银行一直积极推动各地
智慧城市建设。为丰富智慧
城市服务场景，建设银行推出
涵盖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
慧医疗等 8 大类近 5 万个服务
项目，并与各地社保、公积金

中心以及交通管理部门等机
关单位开展合作，将社保、公
积金、交通罚款相关服务引入
手机银行，实现掌上政务办
理，同时积极拓展校园服务、
社区物管、公交卡充值等生活
服务场景，让大众生活更加智
能便利。

积极推广电商扶贫
建设现代美好生活
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
召，建设银行秉承“奔向美好
生活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的社会责任理念，依托善融商
务电商平台，构建“带上员工
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
动机构做公益、融合业务做公
益”的新格局，因地制宜创新
电商扶贫模式，变贫困地区农
产品为商品、畅销品。
一心一意办好“网上的银
行”，建设银行就是要运用网
络金融渠道让银行服务直达
客户，切实满足客户需求，做
到事业干一件成一件，让“网
上的建行”成为建设现代美好
生活的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