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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红 王 珊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

节。 被誉为“中部华尔街”

的芙蓉中路上， 银杏树披

上了新绿， 传递着春的讯

息。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的大楼就在这条路上。

中国银行大楼里 ，处

处是忙碌的身影。 来自两

会的新动态、新要求，为每

一个中行人指明了方向 ，

鼓足了干劲。

金融活，则经济活；金

融稳，则经济稳。 在以“高

质量发展” 为特征的新时

代， 银行既要服务好实体

经济， 又要主动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 中行人早谋划、

早部署 ，优管理 、出新招 ，

全力答好新时代金融考

卷。

在行长办公室， 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魏国

斌向我们透露了这一年的

“湖南中行行动计划”。 “共

担 、共建 、共享 ”三个关键

词，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百

年老行携手新湖南， 迈向

“高质量 ”的信心 、决心与

行动力。

携手新湖南 迈向“高质量”
———看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如何答好新时代金融考卷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实业兴则金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新时代中
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方向明，思路清。湖南中行人把服务实体经
济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重点，
发挥优势， 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
率。

“时代的呼唤在哪里，中行服务的重点就在
哪里”———

面对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湖南中行抓住“推动供给
侧改革”这个“牛鼻子”，结合我省产业结构特
点，加大对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机场、棚改等重
点建设项目的授信支持力度，加大智能制造、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信息产业、航空制造业、健康、
旅游、文化等产业的授信支持。

2017年四季度， 湖南中行围绕政府类业务
“一个领域”、轨道交通等“十大行业”开展公司项
目储备活动，新增信用总量超过 500亿元，当年实

现人民币贷款新增 200多亿元，创五年来新高。
“今年是湖南的‘产业项目建设年’。”魏国斌

表示，“湖南中行将积极对接‘五个 100’，提供授
信、结算、咨询、风控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围绕‘产
业项目建设年’项目及现有储备项目，积极向总
行争取信贷规模，继续加大授信支持。 ”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是省委、省政府的发
展战略。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全省
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 中行如
何发挥优势，服务开放崛起？

魏国斌表示， 中行将利用海内外一体化发
展和集团多元化平台支撑的优势， 依托完善丰
富的金融产品体系， 打造服务湖南对外开放的
金融大动脉。

2017 年， 湖南中行共为湖南省 2200 多家
外贸企业提供国际结算约 700 亿元，跨境人民
币结算 107 亿元，为三一、中联、华菱、晟通等企
业提供人民币跨境资金池 33 亿元；促成中铁五
局“中老铁路”、中车株机“马来西亚轻轨”等一
批湘企“走出去”大型项目，提供对外担保增信

40 亿元； 联动海外分行为湘企境外融资 30 亿
元； 为常德城投等企业海外直接融资提供全流
程服务，涉及项目金额近 7 亿美元；创新开立全
国首笔受益人为个人的文物进口信用证， 促成

“黑石号”文物回归故里。
“湖南的企业走到哪里，中行的服务就跟到

哪里”已经成为中行人和企业主们的共识。
2018年， 湖南中行将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合

作，服务“湘企出海 +”综合服务平台长沙专区建
设，积极参加商务部门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活动，
做好跨境撮合；积极服务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用好
海内海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帮助企业实现国际
化战略并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 积极参与园区建
设；大力支持对外贸易平台发展；优化和创新贸易
金融服务，提升中行产品一体化交付能力，创新一
批适合开放型经济的金融产品。

魏国斌希望， 通过共建金融与实体经济良
性生态圈， 推动地方经济与银行自身发展齐头
并进，一起迈向“高质量”。

湖南中行一直在努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发展普惠金融， 提升金融服务所有市场主体的
能力， 成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
举措。

2017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大型商
业银行要在年内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设立。6
月 20 日， 中国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正式成立；
同年 12 月 26 日， 湖南中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
分部。

“我们依托中银集团资源，发挥集团化、多
元化优势，积极打造有中行特色的、全集团实施
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魏国斌告诉我们，中国
银行法人已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中银消费金
融公司形成“1+2” 的普惠金融事业部组织架
构，集团其他附属机构从产品、渠道、人员等方
面与普惠金融事业部进行协同并提供支持。

截至目前，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已有 12 家
网点入选“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普
惠金融信贷发起重点网点”， 后续还将扩充该类
网点数量。 今年还将在岳阳、常德新设两家村镇
银行。

硬件在扩张，软件也在升级。
作为一家过去以“大客户”为主要业务群体

的银行，中行如今在“接好地气”上做足了功课，
形成了个人金融、贸易金融、中小信贷工厂等多
条业务产品线，打造出“益农贷”“园区通”“网络
通宝”“沃金融”“出口融资无抵押” 等多元创新
产品，首创“中银中小企业跨境投资撮合服务”，
得到了中小企业的追捧与一致好评。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湖南中行小微贷款
余额为 443.15 亿元， 全年增长 52.15 亿元，增
速 13.34%；涉农贷款余额 179.94 亿元，较年初
增长 22 亿元，增幅 13.96%；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21.26 亿元， 较年初新增 15.41 亿元， 增幅
263.39%。

数字是枯燥冰冷的， 但数字却最能说明中
行深耕“普惠”金融的决心，最能传递中行服务
三湘四水的温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内容。普惠金融对我们而言，是责任，也是机遇。
未来，我们将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
上进一步发力， 让金融红利更好地惠及广大人
民。 ”魏国斌如是说。

行胜于言。
2018 年，湖南中行将把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新设麻阳等八个县支行，
加大对县域和“三农”的金融支持：重点加强对
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医院、“两供两治”、
当地特色产业、现代农业的龙头企业的授信支
持，通过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增收脱贫，积极
推进益农贷、创新发展两权抵押业务，增强农
户自我造血功能；将持续完善绿色信贷长效机
制，继续加大对绿色企业的信贷支持，大力扶
持区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绿色金融项目发
展，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可持续
发展；将着重构建线上、线下融资全方位产品
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居民在住房、装修等领域
的消费信贷需求；大力推动“中银 E 贷”等线上
贷款产品，助力居民消费；大力推动社保卡等
业务发展，服务好民生工程。

……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声中，湖南中行人正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携手新湖南，以共担共建共享的如椽之笔，答好
新时代金融考卷！

共担 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共建 谱写振兴实体经济新篇章

共享 让金融红利普惠三湘四水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
党的十九大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被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
要战役，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案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在金融风险的防
控。 今年初，两会出台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正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控
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三驾马车’变‘两驾马车’，更有利于解
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
和监管空白等问题，既彰显了政府防控金融风
险的决心，也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魏国斌说。
这句话也代表了不少银行从业者们的心声。

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主战场，近一年来各
大银行在防控风险上“各使其力”。 中国银行这
家“行稳致远”的百年老行，更是把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作为自己在新时期责无旁贷的使命。

这不，去年，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以下简
称湖南中行) 就在总行的部署下， 全力打好了
“资产质量保卫战”、“不良清收攻坚战”、“内控
合规持久战”，不良余额、不良率实现双降，均

创近三年新低，年内新增不良当年 100%化解。
湖南中行全辖合规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不断
提升，反洗钱年度评估被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评为“A”级。

2018 年，湖南中行将如何继续打赢防范风
险攻坚战？

中行人自有妙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了‘三个良性循环’要求，既抓住了防控金融
风险的‘牛鼻子’，又有极强的针对性。 湖南中
行将加强源头把控、风险治理、风险化解，努力
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金融与房地产
良性循环，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 ”

魏国斌认为， 金融只有与实体经济紧密结
合， 才能避免资金空转而累积泡沫、 形成风险。

“防控金融风险，源头就是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
今年，湖南中行将进一步强化授信投向指

引，在准确理解国家政策、读懂行业周期的基
础上，加强行业、地区、客户、产品的授信投向
引导和组合管理安排。 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要求，依法合规开展地方债务融资业务，稳妥
规范发展政府类业务，加大政府类授信结构调
整； 严密防范过剩产能行业和“僵尸企业”风
险，加快退出过剩产能等低效领域；严密防范
房地产泡沫风险，积极拓展党中央、国务院统
一安排的棚户区改造业务；严密防范“影子银
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

在风险治理方面， 加强风险管理文化建
设；完善风险偏好管理框架和指标体系；做实
全面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强化业务自查和监督
检查职能。 在风险化解方面，做实信贷资产定
期盘存和客户风险分级与管理；落实大户管控
责任制，确保大户质量稳定。

“我们扎根湖南就要与湖南同呼吸、共命
运。 每一个湖南中行人都应树立风险共担的意
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魏国
斌话语简洁，掷地有声。

近年来， 湖南中行不断深化银政合作， 分别与湖南省政府以及益阳、湘
潭、娄底、郴州等地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支持地方实体经济
发展。 图为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值恒（前左）与中行湖南省分行行长魏国斌
（前右）代表银政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刘盛 摄

2017 年，湖南中行与
政府合作推进 “中小微外
贸企业出口融资无抵押式
担保 + 银行优惠贷款 ”政
策， 有效解决一批中小微
外贸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
等问题。 图为客户经理在
企业了解生产销售情况。

湖南中行发
挥 其 集 团 专 业
化 、多元化 、国际
化优势 ， 开立全
国首笔受益人为
个人的文物进口
信用证 ，助力 “黑
石号 ” 文物回归
故里 。 图为长沙
铜官窑遗址管理
处向该行赠送锦
旗。

2017 年 7 月 15 日，湖南中行举办首届跨境峰会，来自中国银行总行、英国子行等 6 家海内外
分支机构及多家知名跨境机构的专家们齐聚一堂，为参加峰会的 500 余名嘉宾提供专业金融服务
咨询。

湖南中行大力实
施“互联网 + 金融”建
设。中国银行首家网络
金融专业支行———长
沙市梅溪湖支行于今
年 4月正式开门迎客。
它是中国银行与腾讯
金融科技合作的示范
基地， 双方将在云计
算、大数据、区块链和
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新路。

近日， 由水电八局
承建的“中老经济走廊”
的重要能源项目———老
挝南俄 4 水电工程项目
举行开工典礼。 南俄 4
水电工程既是 “一带一
路”线上的重点项目，也
是老挝重要的民生工
程。 中国银行在该项目
中为水电八局提供对外
担保，服务湘企走出去。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办公室提供
（网络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