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新常态的时代关口，站在 2400 亿元
的崭新平台，长沙银行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吹
响了战略新征程的号角。 今年以来，长沙银行
围绕“快乐长行”这一全新理念，开启了以客户
为中心的品牌升级行动，致力于打造“中国最
快乐的银行”。

长沙银行微信公众号上， 开始推送全新
的内容， 向用户逐步传递快乐文化、 快乐理
念。

面向全行员工开展了企业文化系列活动
之“快乐大使”选拔大赛，寻找能代表长行快
乐、时尚、活力的形象代言人。

长沙银行还联合全球领先市场研究机构，
开启了全民用户调研，主要从用户的快乐价值

观、 银行产品、 服务体验以及长沙银行的品牌
印记等多角度进行探寻访问。

在长沙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朱玉国看
来， 快乐是客户对于服务的终极诉求， 让客户
快乐是长沙银行的至上理念， 打造“中国最快
乐的银行”，必然成为长沙银行的战略新方向。

看大势。 在新的消费趋势催化下，“互联网
+”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构一切传统行业，金融
服务业无疑首当其冲。

消费者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
而不是以往金融机构高高在上、 消费者被动接
受的不对等关系。

消费者趋向于透明化和简单化的体验，趋
向于自主决策和掌控服务， 依赖于群体智慧，

利用自媒体或网络对产品进行评估， 趋向于重
估服务价值， 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和声誉成为
重要考量。 而且，消费者更加注重贴心服务、空
间感受、归属感和独特体验。

消费新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与其被动接受，
不如主动拥抱。年轻敏锐的长沙银行，在同业中
率先拥抱金融消费新时代的到来。

“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的选择面更大，自
由度更高，黏性也更低，银行业必须牢固树立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观念。”朱玉国如是说，围绕
客户的主要诉求，“快乐银行” 将提供简单、快
捷、方便、贴心的服务，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
值、为客户带去感动、与客户共同成长，让客户
与长沙银行的每次接触都成为快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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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快乐银行进发
———写在长沙银行 18周岁成人礼之际

陈淦璋 滕江江

奋斗者总会在时间中留下印迹。

18 年前，1997 年 5 月 25 日， 由城市信用社重组

而成的长沙银行蹒跚起步；今天，长沙银行以 2400 亿

元的资产规模， 为青春激昂的 18 周岁成人礼写下精

彩注脚！

长沙银行长大了，从一个有些懵懂稚嫩的“毛伢

子”， 长成了结实有力的 “长沙伢子”。 万物生长的 5
月，长沙银行已经许下新的梦想———打造“中国最快

乐的银行”、“中国最优秀的社区化银行”、“中国领先

的网络银行”，向着“三年翻一番、十

年过万亿，领跑中西部，挺进十二强”

的战略发展新目标大步前进。

适应新趋势，谋划新一轮更好更快发展，必
须“壮士断腕”，与不相匹配的旧理念、旧机制、
旧模式一刀两断。 自去年底以来，长沙银行对组
织架构进行了立行以来第一次全面梳理调整。

遵照“前中后台有效分离”、“增加利润中
心，减少成本中心”原则，长沙银行董事会日常
办事机构由 9 个减少到 4 个， 经营层减少 8 个
中后台部门，增加 4 个事业部，全面强化了科技
支撑、运营保障和服务管理。

进一步理顺总分支管理架构。 抓紧完成长
沙城区机构的整合， 加快推动分支行的等级行
管理；全面建立“三个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负面清单）”和“两个机制（报告机制、时间承
诺机制）”，实现网点减负和基层减负，明确总分
支审批时限和响应速度， 提升总行服务意识和
服务效率。

而通过稳步推进薪酬改革、 有效优化考核

体系、圆满处置高管持股等，长沙银行大力深化
系统改革，以加快上市为契机，推动公司治理的
完善和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

长沙银行增资扩股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目前，第一期 3.5亿股、15.4 亿资本金顺利到账，
确保了年末资本充足率达标， 为新一轮发展提
供了资本支撑。 接下来，还将加快完成第二轮增
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重要工作。

与系统改革如影随形的， 是长沙银行 5 大
战略板块业务持续创新、齐头并进，转型成效逐
渐凸显。

大零售经营格局初步搭建。 强化了零售条
线各业务板块的特色发展和协同推进， 强化了
理财师队伍和零售客户经理队伍建设， 大力发
展财富管理业务，推出贵金属代理销售、出国金
融服务、代理收付信托计划等产品与服务。

小微金融硕果累累。 目前全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 483.91 亿元，较年初增长 34.1 亿元。 一
是全力推进专营支行和小企业信贷中心建设。
二是构建立体化、特色化、系统化产品体系，推
出“长湘贷”、“租金贷”、“订单贷”、“长湘汇”、

“融意通”等小微授信产品。 三是信贷资产证券
化迈出第一步。 面向 6 家机构投资者成功发行
小微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共 7.1 亿元；20 亿

元的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已获银监会批复，
成功发行 5 亿元， 剩余 15 亿元准备择机发行。
四是策划了全市小微金融大讲堂活动。 去年举
办活动 12 场，参会小微企业超过 2000 家。

网络金融发展迅猛。 客户数、交易量和管理
资产均步入快速增长期。 截至今年 3�月底，“掌
钱”APP 累计注册用户数达到 409�万户， 今年
一季度用户新增 73�万户，同比增长 235%；实现
年内交易额 76.6�亿元，同比增长 30%。

社区金融大力发展。 长沙银行在社区金融、
消费金融、 财富管理等符合零售特征的业务领
域加快创新与整合，寻找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开
展“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已设立社区银行 155
家，在机构数量和覆盖面上大幅领先同业。

创新业务加速推进。 一是政务金融创新发
展。城市发展基金业务初见成效。今年 2�月底成
功投放首笔 5�亿元城市发展基金业务， 用于湖
南公路投旗下 5�个子项目， 第二笔城市发展基
金 16�亿元也在株洲成功落地，参与政府棚户区
改造。二是管理资产规模快速攀升。理财业务快
速增长， 前 3 个月共发行理财产品 68 期、
144.7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1.9%；投行业务
逆势上扬， 前 3 个月共投放投行项目 11�个，金
额 23.8�亿元。

18年风雨兼程，18年砥砺奋进，作为银行湘
军的代表， 作为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的领跑者，
长沙银行骨子里蕴藏着永不服输、永不退却的血
性，灵魂深处始终铭刻着做大做强做优的梦想。

却顾所来径，豪情满胸怀。 自成立以来，长
沙银行始终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确
定了政务金融、小微金融、社区金融、网络金融、
管理资产等核心业务板块， 初步形成了自身的
经营特色和核心竞争能力。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着眼未来，许下梦

想，长沙银行将形成以长沙为核心的沿京广、沪
昆高铁沿线 2 小时经济圈的区域化架构， 升级
打造“一体两翼一尾”业务新格局，即坚持以大
批发业务为主体，以大零售业务、大资管业务为
两翼，以网络金融为一尾，通过社区化、平台化、
综合化、集约化、智能化的“五化”发展路径，打
造“中国最快乐的银行”、“中国最优秀的社区化
银行”、“中国领先的网络银行”，加快实现“三年
翻一番、十年过万亿，领跑中西部，挺进十二强”
的战略发展新目标。

【“快乐银行”】

【改革创新】

【许下梦想】

长沙银行总行大楼近景。

▲ 长沙银行营业大厅一角。

资产从成立时的 37 亿元到现在的 2400 亿
元，增长 64.8倍；

存款从成立时的 33 亿元到现在的 2000 亿
元，增长 60.6 倍；

授信从成立时的 18 亿元到现在的 1200 亿
元，增长 66.7倍；

……
作为一家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起步的城商

行，这一串串闪亮数字的背后，是长行人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的坚韧，是长行人锐意进取、追求
卓越的博大。

立行 18 载， 长沙银行早已走向三湘四水，

并着眼珠三角，布局长沙、广州、株洲、湘潭、常
德、娄底、郴州、益阳、怀化等地设立了 24 家分
支机构、102 个营业网点、155 家社区银行，控股
发起湘西、祁阳、宜章三家长行村镇银行。

立行 18载， 长沙银行各项结构性指标已基
本达到上市银行水平，连续十年保持 25%以上的
价值增长，资产规模跻身全球银行 500 强，综合
实力挺进中国服务业 500 强、 中国金融业 100
强。 英国《银行家》杂志日前公布了“2014年全球
1000家银行”排名，长沙银行在一级资产规模排
名中位居第 489位，较上年攀升了 57位。 同时，
在入榜的 104家中资银行中，长沙银行以 31.33%

的资本利润率，高居中资银行第二位。
立行 18 载，长沙银行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勇

当金融先锋。 作为“湖南人自己的银行”，长沙银
行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对接特色产业，
对地方建设的累计信贷投放超过 1000 亿元。同
时通过引进微贷技术，推进专营专业，累计支持
小巨人企业、拟上市企业、园区企业 2 万余家，
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500 亿元， 已成为湖
南中小微企业的首选银行。 而作为市民银行，长
沙银行全力推进普惠金融建设，依托众多网点，
为市民的消费理财、 创业投资等提供全方位金
融服务。

【立行 18 载】

▲ 加快“家门口银行”布点。 图为长沙银行位于
长沙开福区彭家巷的社区银行。

不负青春不负梦
———长沙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玉国谈发展创新

5 月 21 日， 长沙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朱玉国接受笔者采访时，
言语铿锵：“2000 亿上下的规模，对
城商行来说是个坎， 是必须突破的
发展瓶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我
们努把力冲上去了， 很可能就此柳
暗花明，但如果松口气掉下去了，则
会是万劫不复。因此，我们必须拿出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和决心，
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创新、 转型发
展，迅速做强能力、做优素质、做大
规模， 才可能在即将到来的银行业
大洗牌中立于不败之地。 ”

在朱玉国看来， 危机从来都是
“危”中有“机”，就看以怎样的心态
和方式去面对。 银行业在新常态下
面临诸多难题， 但同时也有着转型
发展的大好机遇。

当前， 经济整体向好的基本面
并未改变，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蕴含着无限潜能。 尽管面
临着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互
联网金融等重大挑战， 作为传统优
势领域的政务金融、 平台融资等也
亟待转型，但在新型城镇化、消费升
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领域，长
沙银行拥有加快发展的新空间。 而
金融改革步伐加快， 综合经营渐成
趋势，如消费金融、金融租赁、财富
管理、资产管理等一系列业务、牌照
监管准入的逐步放开， 为中小银行
的发展铺设了新通道。不仅如此，互
联网金融的兴起， 为中小银行提供
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成功逆袭
的新可能。

“不负青春不负梦，发展仍是当
前第一要务。 银行业告别粗放增长
的‘黄金十年’，也将迎来集约发展、
内涵增长的新‘黄金十年’，我们一

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加快
新一轮发展。 ”朱玉国阐述道。

长沙银行提出的新愿景，
是努力做优做特、 做大做强，
全面实现“三年翻一番，十年
过万亿，领跑中西部，挺进十
二强”的发展目标，倾力打造
“中国最快乐的银行”、“中国
最优秀的社区化银行”和“中国
领先的网络银行”。

———做 “中国最快乐的银
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的选
择面更大、自由度更高，快乐已经成
为客户的主要诉求， 打造简单、快
捷、方便、贴心的服务，让客户与长
沙银行的每次接触都成为快乐之
旅，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途径。

———做“中国最优秀的社区化
银行 ”， 长沙银行的根基在地方 、
小微和居民 ， 不管做多大 、 走多
远 ，立足服务地方 、小微 、社区居
民的社区化银行宗旨不能有丝毫
动摇和改变。 要深耕地方经济，深
耕本地生活 ，深耕社区服务 ，切实
解决 “最后一公里 ”问题 ，把服务
做到极致。

———做 “中国领先的网络银
行”，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
用已成为行业方向， 网络金融是跨
越发展的可行途径， 利用互联网思
维和基因重构传统业务模式和企业
文化，实现“后发赶超”。

朱玉国认为， 找准实现战略发
展的新路径，是要坚持社区化、平台
化 、综合化 、集约化 、智能化的 “五
化”发展路径。社区化就是要始终坚
持服务地方、服务小微、服务居民的
定位不动摇，深耕本土经济、本地生
活，服务县域经济和“三农”发展；平
台化就是要进一步深化银行作为经
济中介的平台职能，转换思路，将长
沙银行打造成资金交付平台、 财富
管理平台、信息交流平台、电子商务
平台和社交互动平台； 综合化就是
要由提供单一产品向综合金融服务
提供商转变， 通过综合经营平台的
搭建和有效运作， 成为资源的整合
者、风险的匹配者和财富的管理者；
集约化是转变增长方式， 坚持走资
本节约型发展道路，优化资源配置，
强化成本控制，提升盈利能力；智能
化是加快线上布局， 提升银行电子
化、网络化和移动化水平，提升客户
体验。

（陈淦璋 滕江江）

（本版图片由长沙银行提供）

长沙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