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一家什么样的银行？ 这是摆在长沙农
商银行领导班子面前最关键的问题， 它关乎
未来的战略和方向， 也关乎价值导向和企业
精神。 长沙农商银行响亮提出“美好银行·美
好生活”的企业愿景，赋予其三方面寓意。

打造成为一家有情怀的银行。 银行机构
和从业者需要有“情怀”，不能将逐利作为唯
一目标，要发扬湖南人敢为人先、吃得苦、耐
得烦、霸得蛮的精神品质，发扬家国情怀，打
造特色银行，找准定位，做透市场。

打造成为一家有温度的银行。 对外“以客
户为中心”，与客户交朋友，建立友好平等的互
动关系，帮助客户解决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的问题；对内体现人本关怀，让员工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提升员工安全
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让员工有家的感觉。

打造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银行。提高管理
人员和普通员工的道德品行修养，平等公正地
对待客户，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员工家庭
和家属，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持续支持。

正是源于美好的理念， 长沙农商银行先
后获得“新浪 2016年湖南金融创新价值榜最
佳农商银行”、“腾讯 2016年湖南最受市民欢
迎智慧旗舰网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016 年度爱心企业”、“2016 年度中国银行
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国际礼仪
网、湖南省礼仪文化交流协会 2016年度文明
礼仪模范单位”、全省农信系统“最美农信人”
服务礼仪大赛第一名等奖项。

为推动愿景早日实现， 长沙农商银行将
牢牢把握“立足‘三农’、服务小微、深耕社区、
覆盖城乡”这一根本宗旨，紧紧围绕“三年翻

一番、十年五千亿”的战略目标，按照“跨越千
亿、跻身 20强、成功上市”的“三步走”发展路
径，深化“网点轻、资产轻、管理轻、经营模式
轻”的“四轻”转型，推动“业务综合化、经营多
元化、管理精细化、体验智能化、风控全面化”
的“五化”同步，塑造“普惠银行、智慧银行、工
匠银行、生态银行、精品银行、爱心银行”六大
品牌，力争通过三至五年的艰苦努力，发展成
为产权清晰、治理规范、服务优质、效益良好
的现代金融企业，成为服务“三农”和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 成为湖南农信体系
的龙头标杆银行， 成为全国农商银行第一方
阵成员。

所有的美好，源自于你的心之所想；所有
的美好，源自于我的行之所动。美好银行，美好
生活，长沙农商银行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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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伟大
的时代，长沙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沙农
商银行）怀着强烈的
历史担当精神，立志
要做改革发展的弄
潮儿；这是一份伟大
的事业，金融活则经
济活，金融稳则经济
稳，长沙农商银行矢
志不渝，坚持用金融
活水更好地浇灌实
体经济之花。

这是一个关于
美好的故事，长沙农
商银行正带着美好
的梦想，奔跑在追梦
的路上。

前言：

长沙农商银行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
挂牌开业， 是在原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
行、长沙雨花农村合作银行、长沙天心农
村合作银行、 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长
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原五家
行）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是湖南省唯一一
家省市共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全行注
册资本 50 亿元，在职员工 2000 余名，总
行下设 1 个营业部、12 个一级支行、5 个
直属支行、169 个网点， 是长沙地区规模
较大、综合实力较强、网点最多、服务范围
最广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尽管只成立了短短一年时间， 但长
沙农商银行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 65
年前。1952年，大塘基信用社在长沙望城
县成立， 标志着长沙农信事业基石奠定
湖湘。1984年，长沙郊区信用联社和望城
县信用联社成立。2001年，郊区信用联社
按行政区划进行分设， 分别成立了雨花、
芙蓉、 天心、 开福、 岳麓五家信用联社。
2007年，芙蓉区信用联社、雨花区信用联
社、天心区信用联社、开福区信用联社先
后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 开启了市场化
改革的关键一步。2012年，望城县信用联
社改制为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16年 7 月 27 日，中国银监会
批准筹建长沙农商银行。 2016年 9月 12
日， 原五家行合并组建为长沙农商银行，
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迈入新历史时期。

六十五载农信梦， 六十五载湖湘情。
长沙农商银行的挂牌开业，既是长沙农信
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又是全
省农信社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更
是农信系统支农支小生力军的一次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 诚如长沙农商银行董事
长胡善良所言， 新组建的长沙农商银行，
将“五根手指”握成了“一个拳头”，股本结
构更加优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可以在
更高平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挥农村
金融、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标志着我省
金融服务业补短板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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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着万千的目光， 承载着厚重的期
望，长沙农商银行破茧而出、华彩绽放，大步
流星踏上了新的征程，短短一年时间，就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资产总额连续突破 1000 亿元 、
1100 亿元关口， 资产规模跃升至全国农商
银行第 28位。 2016 年增幅高达 42.85%，是
同期全国同业平均增幅的 2.71 倍；2017 年
9 月末达 1148 亿元， 较开业时增加 301 亿
元，增幅 35.54%。

———各项存款余额连续突破 700 亿元、
800 亿元关口，2017 年 9 月末达 854 亿元，
较开业时增加 207亿元，增幅 31.99%。

———各项贷款余额连续突破 400 亿元、
500 亿元关口，2017 年 9 月末达 548 亿元，
较开业时增加 174亿元，增幅 46.52%。

———2017 年 9 月末 ， 拨备覆盖率
216.98%，损失准备充足率 154.80%，新标准
资本充足率 18.17%， 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均达
到良好银行标准， 在全省农信系统均处于前
列。

目前， 长沙农商银行对公业务全线发
力，“大零售”布局如火如荼，直销银行“点点
攒钱”破土而出，贸易金融业务加速推进，金
融市场业务蓬勃发展。“发展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慢进亦是退。 ”长沙农商银行行长
陆家兴如是说道：“未来我行将形成公司业
务、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务‘三驾马车’并
驾齐驱，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贸易金融
‘三大尖兵’三箭齐发的业务格局，不断突破
自我，不断刷新历史，不断开创未来。 ”

长沙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改名不改
姓、改制不改向，牢牢把握立足“三农”、
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确立打造“三民支
农银行”（亲民、惠民、富民）的战略目标，
持续增加对“三农”特别是现代农业的信
贷投入，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开业一周年以来，长沙农商银行结
合“两扫五进”、“两支一扶”、“六个一
百”、“六个一”金融示范点建设和“访客
户、问需求、优服务”等主题活动，累计
走访农户 52450 户、个体工商户 13270
户、小微企业 637户和农业龙头企业 84
户，累计投放涉农贷款 755.2 亿元、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 24.6 亿元，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抵押贷款余额
4.3亿元，惠及农户 27624余户。 投放贷
款 15.3亿元支持南湖新城、顺之安和武
广新城等多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投放贷
款 7 亿元支持沙坪新农村建设、浏阳河
风光带安居工程和含浦科教产业园拆
迁安置等多个民生项目。 加大了对涉农
新型经营主体、特色农业、农村消费市
场和乡村生态休闲旅游的支持力度，扶
持了一批具有发展潜力、 成长性好、风
险低、社会效益突出的优质客户。 例如，

支持新康隆平种植养殖合作社等农业合
作社 72家、湖南果之友等生态农业基地
69 个、 湘台科技园等规模农业 41 家、
柯柯农业等休闲观光农业 28 家和黑麋
峰、光明村等乡村旅游项目 8个，为发展
现代绿色农业、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截至 2017
年 9 月末， 长沙农商银行涉农贷款
363.30亿元，较开业时增加 65.45 亿元，
增长 22.13%； 小微企业贷款 364.75 亿
元， 较开业时增加 116.50 亿元， 增长
46.93%， 小微企业客户数 16766 户，小
微企业申贷获得率 100%，达到了“三个
不低于”的监管要求。

此外， 长沙农商银行加大普惠金融
服务力度，不断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造
血能力”。 自开业以来，长沙农商银行累
计为贫困农户建档 7204 户， 评级 4179
户，授信 845 户，授信金额 1276 万元，
已用信 149 户，用信余额 583.6 万元；增
设 14 家金融便民服务店， 加速打造区
域全覆盖的金融便民服务网， 结束了黑
麋峰等偏远区域金融服务的空白， 使当
地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存取款、 转账
等业务。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现代社会
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长沙
农商银行领导班子提出，要“打通入口、
疏通出口、开放楼梯口”，让员工能进能
出、干部能上能下，形成“能者上、平者
让、庸者下”的生动局面，全力打造一支
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

提倡五湖四海，招好人才。 长沙农
商银行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方式，以环境
吸引人才，以事业团结人才，以待遇留
住人才，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引进符合
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开业以来，长沙
农商银行共面向社会引进员工 272 人，
引进人才平均年龄 27 岁， 全部具有全
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具有硕士以上

学历的 58 人， 具有博士学位
的 2 人， 呈现出显著的年轻
化、知识化、专业化特征，
为全行的改革和发展注
入了活力。

注重内部培养，
备好人才。 出台后
备 干 部 管 理 办
法，下大力气建
立健全后备人才

库。 通过对后备人
才的轮岗和培训，实

现对其业务能力和工
作状态的实时绩效评

估，并以此为依据对后备人才库进行动
态调整， 形成后备干部的优胜劣汰机
制。 目前，长沙农商银行已挑选出 100
名具备潜力的青年管理人员，为他们制
定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让想干事者
有机会、能干事者有舞台、干成事者有
激励。

优化管理考核，管好人才。长沙农商
银行始终坚持从管理中出效益， 从管理
中出人才， 制定了具有长沙农商银行特
色的薪酬岗位体系， 在等级和薪酬体系
设计上真正做到了“尊重专家、 尊重人
才”， 搭建了“管理类人才 + 专业类人
才”的双通道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双通道
发展路径更好地实现员工的自我发展，
为人才成长成才提供差异性的平台和轨
道， 设计推出了多层次多维度全时点的
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形成“经营机构考核
+部门绩效考核 +员工绩效考核” 相结
合的绩效考核制度，实现以绩效定收入，
以绩效定奖惩，以绩效定岗位。

完善培训体系，育好人才。 长沙农
商银行制定了《培训体系建设方案》和
《员工培训管理办法》，通过筹建长沙农
商银行培训学院，推出针对不同群体的
六大类别培训项目，推动外聘专家团和
内训师队伍建设，开通长沙农商银行网
络教育平台，构建具有长沙农商银行特
色的 100%全覆盖培训体系。

美好 ，是一种突破

美美美
好好好

美好 ，是一种坚守

美好 ，是一种活力

美好 ，是一种愿景

，是一种传承美好
长沙农商银行向慈善机构捐赠

智慧网点旗舰店

服务“三农”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农商银行提供）

长沙农商银行开业仪式

长沙农商银行向受灾区县捐赠

长沙农商银行美好音乐会

■刘政 颜彪 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