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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银行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工商银行
常州分行紧跟市场及客户需求变化，
近年来依托总行整体优势，持续扩充
投行产品线，不断提升投行业务的增
值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准，积极为骨干
企业提供综合化融资服务和优质投资
产品，取得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并在支
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技术创新和
支持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是投行业
务的主要客户群体，我2012年刚回工
行常州分行工作时，投行类客户选择
面还比较小。2015年、2016年，我市
不少优质企业纷纷上市，为我行投行
业务带来机遇。”在江苏省工行投行部
积累了数年投行业务经验、现任工商
银行常州分行大客户中心总经理的韦
杰谈起该行投行业务时感触颇深。

据他介绍，在重组并购方面，工行
是国内同业中最早组建专门团队开展
重组并购服务的商业银行，为企业提
供“投行+商行、顾问+融资、境内+境
外、本币+外币”的综合并购服务，重点
开展并购交易撮合、结构设计、估值建
议、项目执行、融资安排等专业服务，

对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及企业“走出去”
发挥积极作用；在股权融资领域，工行
通过股权私募主理银行拳头产品，积
极为企业客户提供项目推荐、资金募
集和投后管理等综合服务，共同为公
司客户战略引资、Pre-IPO、整体上
市、借壳上市、资产注入、夹层融资、定
向增发、跨境并购等系列资本运作活
动提供股权融资支持；在财务顾问方
面，工行积极探索各种低成本筹资渠
道，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解
决方案，同时积极挖掘企业债务重整
顾问、财务重整顾问等顾问业务机会。

依托工行投行业务的优势，乘着
我市经济腾飞、优质企业纷纷上市的
东风，工行常州分行投行业务风生水
起，创出一个又一个佳绩。

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
市中外合资企业，业务领域涉及机械
制造、纺织工程、建筑房产、生物工程
等多个产业，集团总资产209亿元，销
售约150亿元。2007年该集团与工行
常州分行建立信贷关系，近几年在该
行融资余额保持在 10 亿元左右。
2016年，工行常州分行在获知金昇实
业拟将卓郎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上市需
求后，先后撮合多家投资人和基金公

司与金昇见面，促成与国投先进制造
产业基金联姻。2016年底，工行常州
分行作为国投基金的主要社会出资
人，成功进行2亿元股权投资，参与金
昇实业借壳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进一步加深了
银企合作。目前，该行正在跟进该企
业的后续项目，通过更多的商投联动
模式实现业务合作稳定发展。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内4大挖掘机专用油缸供应商之一，
也是国际著名挖掘机品牌卡特彼勒、
日本神钢供应商。该公司于2011年
上市，近几年，随着与企业的合作日益
加强，工行常州分行不仅为其办理流
动资金贷款、美元理财、跨境人民币代
付，还支持其1000万欧元收购德国茵
莱有限公司股权。2016年10月，在工
行常州分行的撮合下，该公司最终与
工行常州分行、布兰堡咨询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在德国的下一步
收购方向和细分行业，委托工行常州
分行与布兰堡咨询公司以顾问形式介
入，提供被收购标的信息，将很快促成
其德国又一个收购项目。工行常州分
行将继续给予金融支持。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市生产汽车空调管路、车用空调
管路接头、压板的上市公司，公司全年
销售约 12 亿元。工行常州分行在
2007年就与其建立了信贷关系，2016
年该行在得知企业有美国收购公司意
向后，第一时间邀请省行投行和国际业
务团队提供顾问意见，并向企业递交了
4套有可行性的收购和融资方案，最终
通过内保外贷的形式与巴黎分行合作
完成了集团在境外子公司2600万欧元
的放款，并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了对美国
公司在欧洲的3处标的收购。工行专
业的设计方案以及高效的资金支持，为
其布局“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

2017，工行常州分行尝试了该行
第一笔表外的代理并购投资业务，弥
补了表内并购贷款业务的不足，突破
了并购贷款60%融资金额的限制，成
功为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北新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收购常州金瑞达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2.5亿元并购贷款，助力常州
钟楼经济开发区提升园区土地利用效
率，着力打造实力园区。

近年来，工行常州分行参与了30
余个企业并购及债务重组项目，涉及
并购交易规模超过100亿元。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工商银行常州分行工商银行常州分行

支持地方经济民生勇当先锋支持地方经济民生勇当先锋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再立新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再立新功

1984年，工商银行常州分
行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而生，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代又一
代工行常州分行人的励精图治、
和衷共济，成就了今天的傲人成
绩。截至2018年9月末，该行
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1010.52
亿元，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817.36亿元。

回顾成立之初，工商银行承
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
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30多年
前，在西瀛里狭小的弄堂中，工
行常州分行简陋的储蓄所里，站
满了排队的客户，三尺柜台内回
荡着算盘的清脆声响。

如今，工行智能化网点随处
可见，客户可自助办理100多项
业务，基本涵盖了目前90%以上
的银行非现金业务；携一张工行
卡可遨游世界，为客户工作、旅
游、消费、娱乐、缴费等方方面面
提供实惠、便捷、高效服务；点点
手机，e-ICBC服务无处不在、创
新无所不包、应用无所不能。

工行常州分行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始终坚守本源，与实体
经济共荣共存、共担风雨、共同
成长，充分发挥国有大行在地方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撑作用。
截至2018年9月末，该行制造
业贷款余额170.82亿元，较年
初增长5.59亿元，制造业客户
数较年初净增182户。

多年来，工行常州分行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
积极围绕常州市重大项目实施
名录，加强项目对接，加快项目
调研论证、上报审批进度，同时，
借助集团优势，有效整合境内外
分支机构资源，创新融资模式，
为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制订个
性化的融资方案，为地方产业改
造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
品供给等领域提供了大量的资
金支持和完善的信贷服务。

一直以来，工行常州分行把
推动制造业发展作为金融服务

的重要任务，支持了中天钢铁、
华鹏变压器、上上电缆、众泰汽
车、千红制药、百兴集团等一大
批优质制造业企业。除了传统
的信贷支持，创新金融手段、拓
宽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商投互
动、国际一体化创新业务，满足
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今年
以来，工行常州分行一方面多措
并举积极支持优质企业的战略
性重组；另一方面密切与境外分
行的合作，着重引入海外分行的
资金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帮
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如设计
出跨境直贷通方案，通过该方式
已为上上电缆、华鹏变压器、今
创集团等优质企业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融资通道。

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
中，工商银行常州分行紧扣国家
战略，围绕新形势下实体经济需
求，在大力支持中国制造迈向中
高端的同时，认真履行社会责
任，强化发展普惠金融。该行成
立了小微中心，积极落实“五专”
经营机制；积极对接当地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并深入创新型园
区，寻找有融资需求的优质小微
企业；优化小微金融产品体系，
推进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在小微
金融领域的应用，充分利用“网
上小额贷款”“经营快贷”等网络
创新产品，切实帮助企业优化融
资结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
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该行的各类小微企业创新
产品切实解决了广大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截至2018年9月
末，小微创业贷累计投放2000
余户，网络小额贷累计投放107
户，经营快贷累计投放277户。
该行大力拓展普惠金融的成绩
有目共睹，今年5月，工行常州
分行科教城支行被常州市委、市
政府授予“常州科教城科技小微
金融服务中心”。

改革开放40年来，常州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产业层次逐步提高、开放水
平不断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这
些成绩的背后，都有工行常州分行的
默默支持。

多年来，工行常州分行将金融服
务融入地方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与
民生改善共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我市积极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
该行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在授信、信贷
投向及信贷创新方面实施资源和政策
倾斜，大力推动我市的优质交通、市政
公共设施、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棚户区
改造、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建设。

近两年以来，该行累计在基础设
施领域、民生改善领域，发放贷款100
多亿元，重点支持了轨道交通文化宫
枢纽、265省道金坛段、239省道溧阳
段、常州市安信颐和康复医院项目、金

坛第一人民医院、金融商务区金融广
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环境整治
项目、金坛长荡湖水源地整治项目、雕
庄老工业区改善人居环境项目等重大
项目；在信贷直接投放的同时，近年来
还持续通过债务融资、理财直投、跨境
融资、代理并购、股权投资等多元化投
融资方式在基础设施、民生改善领域
投放非信贷融资50亿元，以专业化金
融服务切实支持常州“种好幸福树 建
好明星城”。

2016年2月，为雕庄老工业区
改善人居环境项目（一期）提供8亿
元项目贷款。凤凰新城是东部新城
建设的重要桥头堡，也是常州未来五
年城区改造最重要项目之一。该项
目积极响应老工业区改造的号召，对
雕庄老工业区的人居环境进行整体
提升改造，是推进凤凰新城建设，全

面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善当地居
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
要举措。

2016年3月，为常州市安信颐和
康复医院项目提供 1.1 亿元项目贷
款。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日益加速，
康复医疗需求凸显，根据常州要加强
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天宁
区政府决定引入社会资本力量——北
京安信颐和控股有限公司，打造常州
市首个综合性中高端老年社区。

2016年5月，为常州西太湖科技
产业园环境整治工程提供项目贷款
6.1亿元。该项目对常州西太湖科技
产业园内18条重要河道整治，提高区
域防洪除涝能力、水环境容量以及水
资源的配置能力，项目完成后，周边地
区生态环境、城市面貌都将得到改善，
有利于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进一步的招

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城乡建设
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016年9月，为金坛长荡湖水源地
整治工程项目提供7.7亿元项目贷款。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解决长荡湖目前
面临的水质安全问题、水源地管理问题
及长荡湖金坛饮用水源地应急管理等问
题，是改善区域内饮用水源地水质，确保
供水安全的需要；是加快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是
适应金坛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是加强
金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
要。

2017年12月，为常州市金坛第一
人民医院一期、常州市金坛血站建设提
供项目贷款8亿元。该项目的实施，对
进一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切实改善医
疗环境，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全
区卫生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是地方经济增长的原动
力，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
键。多年来，工行常州分行持续为实
体经济提供源头活水，优先支持我市
制造业不断做大做强，在助推我市制
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

总投资85亿元的众泰汽车项目，
从签约到整车下线仅13个月。这一
速度，既靠众泰团队的努力以及地方
政府的服务，也离不开工商银行常州
分行在业内率先对其提供5亿元信贷
支持的领头作用。

“众泰的项目报告，我们加班加点
做了3个多月，要分析、核定企业近3
年的财务报表，调研分析其上下游相
关企业，评估产业、产品、产能等。刚
对接时，我们在金坛能看到的就一块
空地，可没有详尽可信的评估报告是
没法审批到贷款的。”据该行当初负责
众泰项目的客户经理介绍，工行对该

项目非常重视，前期做了大量调研工
作，工行省行、分行的领导多次到金坛
和众泰集团浙江总部对接、考察；工行
常州分行公司部数次到浙江总部、联
系浙江工行调研众泰的经营情况。在
充分了解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分析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需求，并详细
调研众泰的技术、原料和市场优势后，
该行全力推进项目实施。

企业融资需求紧迫，而项目贷款
从调研到上报审批需要大量时间。为
打破项目融资僵局，工行常州分行
2015年1月率先在同业中为众泰做了
1亿元授信。“这一方面是响应政府号
召，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制造业企业的
支持。尤其是在充分调查后，我们敢
投入。”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举
动之后，不少银行也给予众泰同级别
金额的授信。

“企业在各大银行支持下才有今

天的发展，尤其是工行常州分行打响
第一炮，确实起到领头羊的示范作
用。”金坛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刘素俊感慨道。据了解，2015年
5月，众泰汽车成功获批工行常州分行
5亿元项目贷款，这是众泰在我市获得
的首笔项目贷款。目前，该项目贷款
已投放了4.5亿元，切实帮助企业发展
壮大。

据介绍，该行还为众泰量身定制
了“汽车金融链贷款”，通过支持众泰
的上下游企业，使其更好地配套众泰
的需求和发展。此外，还为众泰汽车
生产基地内部管理提供支持，包括员
工代发工资、安装ATM自助设备、提
供一卡通业务服务等。据悉，该行为
众泰量身定制的最新金融支持服务正
在稳步推进中。

众泰项目只是工行常州分行带头
支持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工

行常州分行以“制造业目标库”“纳税
A类企业目标库”“二次营销目标库”
和“省市重点项目目标库”为重点支持
对象，由该行一把手带队督导，施行全
覆盖式走访，了解对接企业需求。在
内部管理上，工行常州分行明确将制
造业投放纳入考核体系，并与行长绩
效考核挂钩，加大了对支持实体经济
（尤其是制造业）的奖励力度。

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支持实体
经济贷款 537.85 亿元，较年初增长
15.4 亿元，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
169.13亿元，较年初增长3.89亿元，制
造业客户数较年初净增154户，列全
省二级分行增量第一。值得一提的
是，2017年、2018年，该行共为我市
76个重大项目提供270亿元的融资支
持，其中支持实体经济项目占比超过7
成，共为55个实体经济项目“输血”
210亿元。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全面支持地方建设全面支持地方建设、、民生改善民生改善

建立名单建立名单、、逐个对接逐个对接，，做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排头兵做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排头兵

投行业务助力企业收购投行业务助力企业收购、、上市上市、、““走出去走出去””，，提升实体经济质效提升实体经济质效

安信颐和 众泰汽车 常高新大楼 金坛一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