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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十年， 也是中国金融业发展最蓬
勃的十年：大型国有银行各领风骚，外资银行抢
滩布点，金融新秀加速崛起，互联网金融异军突
起……面对市场群雄逐鹿、行业极速演进，这十
年，邮储银行以非凡的胆识勇立创新潮头，推新
理念、革新机制、拓新平台、优新服务，在自身蝶
变的同时，也改变着湖南金融业的格局。

在传统观念里，大客户是“香饽饽”，“大型国
有银行服务大客户，中小银行服务中小客户”是显
而易见的选择。 但邮储银行却创新提出“普之城
乡，惠之于民”的普惠理念，努力探索一条大型商
业银行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之路。

面对占湖南企业 99%的中小企业、面对占湖
南总人口 60%以上的农业人口、面对千千万万城
乡居民，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积极践行“人嫌细
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的经营方针，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小微企业的市场
定位，与银行同业错位发展和特色化经营，在同行
中创造出多个“独有”、“率先”、“之最”。

网络覆盖“拓新”。 成立以来，邮储银行湖南
省分行扩建网点 73 个，网点总数 2060 个，其中
80%的营业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在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率先在农村地区建成开
通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电视银行、手机银行、微
博银行、微信银行、易信银行，让广大农民共享现
代化金融服务； 确立了 24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特
色支行，14 个小贷专营支行，累计新建“助农取
款服务点”6679 个， 覆盖全省 70 多个县市，近
8500个行政村，服务触角延伸到广袤城乡。

服务机构“革新”。 为提高服务质速，全省 14
家市州分行成立小企业金融部，89家一级支行成
立“三农”金融事业部营业部，予以更多的人力物
力提升小微企业服务能力。 创新推行重要岗位专
职、信贷人员专业、机构职能专营的“三专”经营管
理模式，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专属服务。特别
是今年 5 月， 邮储银行在全省同行中较早启动

“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在网络建设、产品研发、
队伍打造、服务升级等方面加大力度，为“三农”、
小微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

合作平台“设新”。 积极搭建合作平台，不断
优化银行业务生态圈：与省农委、经信委（中小
企业局）、省扶贫办、团省委、省工商局等搭建银
政平台； 与富硒协会、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
会、个私协会等搭建银协平台；与融资性担保机
构搭建银保平台；与工程机械、农业等行业龙头
企业搭建“银企”平台……通过龙头舞动龙身，
更好服务广而散的“三农”和小微市场。

产品模式“创新”。 率先在全国第一个试点开
办“信贷工厂”，2016 年又在全国率先成功试点
“新一代零售信贷工厂”改革，不断优化审批流程，
开发短平快的信贷产品。针对“三农”、小微客户特
点，在县域特色集群、行业开发、“一县一品”上不
断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步伐，破解贷款难、贷款贵难
题，实实在在为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金融业态“更新”。 全面启动互联网金融发展
规划，依托互联网金融云平台，推进电子银行升
级再造，建成新一代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
行、微银行，提高电子渠道分流率。充分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出新一代手机银
行、银联二维码支付、邮惠付、云闪付等产品。 重
点打造“邮 e贷”（网络贷款）、“邮 e投”（网络理
财）、“邮 e购”（邮乐电商）三大系列产品，形成独
具邮储银行特色的互联网金融体系。

创新跑出加速度。 十年间，邮储银行湖南省
分行收入利润规模、人均、点均创收创利较成立
初倍数增加，年均保持高速增长水平。特别是近
4 年，该行信贷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9.2%，2013
年 -2017 年贷款分别净增 112 亿元、228 亿元、
306 亿元、250 亿元、267 亿元，排全省国有银行
前列。 到今年 11 月末，个人存款余额达到 3736
亿元，净增 408 亿元，市场占有率及新增市场占
有率均排省内银行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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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面对波云诡谲的
世界经济形势， 面对大浪淘沙的金融市场， 这十
年，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以沉着稳健的步伐走好
转型之路，深入规范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坚持党
建引领，为逐梦更好未来“固本强基”。

特别是李晓良行长挂帅的新班子组建以来，
大力倡导合规文化，一场重量级的“信贷管理”活
动席卷全省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出台 14 条违规问责
的“铁律”，开展“顶冒名”、信贷资产质量等专项
检查活动，每日有信贷晨会、每周有信贷夜校特
色培训、每月有信贷分析会、每季度有研讨会、每
年有信贷员大会，一把手一堂课、违规案例宣讲、
现场审查教学、警示教育参观……邮储银行湖南
省分行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引导信贷从业人员提
高能力，树立全流程合规理念，确保专业知识与
业务发展要求不脱节，打造了一支业务熟悉、纪
律严明、具有竞争优势的专业信贷团队。

合规文化是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生命线。
生命线稳健之后如何发展？ 人才是关键。

为实现企业人才成长同步，邮储银行湖南省
分行建设了二级分行领导人员、省分行部门领导
人员、 一级支行领导人员三支职业经理人队伍，
今年还启动了第二轮 100 名后备人才库的选
拔 ， 出台了 《创建学习型银行三年规划
（2014-2016）》。目前，省分行党委直管领导干部
平均年龄 45 岁，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 19%；大
学本科占比 62%。

党风正则力量聚。 为使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上下一心，该行将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同部署、同
落实， 以基层党组织强基固本 2.0工程建设为抓
手，让“党建之花”遍开基层。 通过党员活动这一切
入点，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使每一个党支部都
成为促进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

浏阳市支行营业部为行动不便的或儿女由
于种种原因未在身边照顾的“空巢”老人们，采取
上门服务，开辟业务办理“绿色通道”；

岳阳市求索路支行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单独
设置英语、手语及应急服务专席，并要求每位员工
进行手语练习，以做到无障碍办理业务；

株洲市分行党委挂点委员牵头，炎陵县支行
党支部与贫困村镇书记、 贫困人口主动对接，针
对炎陵黄桃种植等特色农业产业开发了黄桃贷。

……
规矩更严、人心更齐、作风更好！ 两眼向内，

深度转型，正让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发生着更深
刻的改变。

以新面貌迈上新征程， 用新作为回应新时
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更
注重能力建设，更注重时代变化，更注重客户体
验，也更懂得普惠价值。 面对“最受信赖、最具价
值的一流大型零售银行”的发展目标，他们早已
整装待发。

让我们共同期待，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下一
个精彩十年！

金融潮头唱大风
———写在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成立十周年之际

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中提出，“不断提高金融服务
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使最广大人民群众
公平分享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作为首提“普
惠”二字的银行，这十年，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以
舍我其谁的担当坚守普惠理念， 驾好小微信贷、
农村金融、项目投放“三驾马车”，激活了“双创”
引擎，释放了“三农”活力，拉动了湖南经济增长。

精耕细作“三农”市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 邮储银行湖南省
分行把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广袤农村———

从农民、农村的金融生活需求入手，大力建
设农村网点，推广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解决了 37 个空白金
融服务乡镇问题。

全省 51 个“新农保”代理机构，服务农户
500 多万人，“新农合”发卡量达到 40 万户。 代
收代发各项居民生活资金 2100 亿元， 其中发
放退耕还林、粮食直补、移民补助等 21 种涉农
资金 360 多亿元，惠及千万农户。 被广大老百
姓亲切地称赞为百姓银行、草根银行。

农村被视为金融信贷的“盐碱地”，邮储银
行湖南省分行将金融资本的活水注入农村———

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出农民专业合
作社贷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贷款、农业产业
链贷款产品，其中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最高可
享受 500 万元信贷支持。

针对贷款担保难这一关键问题， 创新推出
了保证、联保、房产抵押、林权抵押、船舶抵押、
建筑器材抵押、设备抵押等多种担保方式，有效
破解了“三农”客户抵押担保难问题。 在常德市
汉寿县， 邮储银行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出农村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发放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

特别是该分行推行“一行一品”工程，每个
县市支行围绕县域经济特点，集中信贷资源，重
点抓好 1-2 个特色项目，支持地方形成具有当
地经济特色的支柱产业。 有力支持了北盛建材
租赁、隆回百合、新宁脐橙、华容渔业等 40 多

个地方特色产业项目。
农村发展不均衡，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让

金融扶贫的春风吹往贫困山区———
作为我省金融扶贫主办行、省精准扶贫“财

银保”试点单位，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积极争取
总行支持特批， 在全国首创设计开发了支持精
准扶贫的专属贷款产品———邮储银行保证保险
贷款，牵手省财政厅、省农委、省扶贫办，共同为
参与精准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服
务；率先申请开办“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新产品，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信贷支持。

目前该行已累计为 51 个国家级、省级贫困
县提供 150 亿元信贷支持，推动“造血扶贫”。
在全省累计建成 720 个金融扶贫服务站，到
2018 年底将全面完成 1200 个金融扶贫站的
建设任务。

俯身服务“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扶上马
送一程”

自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诞生之日起， 就把
小企业信贷作为重要的战略性业务之一， 紧跟
湖南经济和产业发展大势，调整信贷结构，创新
信贷产品，持续为小微企业输送“金融活水”。

小微企业融资难？邮储银行创新提出“E 捷
贷”、“税贷通”、“挂牌贷”、“电商贷”、“医院贷”
等小微金融产品； 探索用财政铺底资金放大授
信、用政府信用为企业担保的“政银合作、携手
共赢”小微金融新模式；并根据不同小微企业的
行业特点，量身定制产品：针对宁乡机械零件加
工配套产业推出了国内保理业务； 针对洞庭湖
区开发了内河运输船舶抵押贷款； 此外还探索
了银行承兑汇票质押贷款、小水电抵押贷款、商
品交易市场贷款、小微助保金贷款、小微企业林
业种子基金贷款等等， 解决了千万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题。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无需“先还后贷”，对
满足信贷条件的老客户直接续期的“转期贷”，
大力降低企业“过桥”成本；行业通行的“授信承
诺费”、“财务顾问费”等贷款“杂费”，邮储银行
一律免除，只收利息。

……

十年来，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累计为湖南
50 多万户农户、 商户、 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1600 多亿元， 成为助推湖南小微企业发展的
“加速器”。

紧跟国家、地方重大战略，助推产业升级社
会发展

2015年， 邮储银行深入了解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建设标志性工程”———项目融资需求，
总行—省分行—市分行三级联动为龙母河片区
综合开发项目开通“绿色通道”，累计为该项目授
信 33亿元；2017年 3月， 邮储银行成功投资常
德海绵城市项目，总投资 45亿元；2017年 4月，
邮储银行基于湘潭湘江风光带项目的融资需求，
多渠道募集资金支持项目建设，总投资 29亿元。

不止于此，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还重点支
持了长沙轨道交通 3 号线、4 号线、大托铺机场
扩建、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有力
支持了华菱湘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大型企
业发展。

除小微信贷、农村金融、项目投放“三驾马
车”，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还注重发挥消费拉动
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重点在汽车、助学、养老、
旅游等领域拓展消费金融服务，2017 年消费贷
款余额突破 600 亿元，年增 140 亿元，新增市
场占有率排全省同业第 5 位。

“经济形势在变，金融市场在变，国家发展
战略在变，但邮储银行服务发展、服务小微、服
务民生的信念不变。”省分行行长李晓良的话掷
地有声。

根据邮储银行总行与湖南省政府签订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从 2015 年 -2020 年，邮储银
行将向湖南省各类经济实体、重点项目、民生与

“三农”、 中小微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创新
金融产品， 提供总额不低于 2000 亿元的信贷
投放。

如今，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正深入推进
“一大一小”战略，积极打造服务“三农”、服务
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主流银行，打造邮储银
行精准扶贫的“湖南样本”，彰显着助推地方
经济发展的“邮储力量”。

王珊 周佳 王俐君 李仲成

十年很短，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一瞬；
十年很长，足以让一家银行新秀成长为

金融巨人。
2007 年 12 月 18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湖南省分行的金色牌匾挂上了邮政储蓄
的大门。告别了旧时邮政储蓄管理体制的邮
储银行，以全功能商业银行的崭新姿态铿锵
入湘！

从单一的存取款业务到为客户提供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既融资又融智；从小微企
业小额信贷“两小”业务定位到坚持“普惠”
主线，“扶小帮大”，“三农”、小微、政府民生
项目多条腿走路；从银行的门外汉到公认的
现代大型零售商业银行……邮储银行湖南
省分行以让人惊叹的速度拔节生长，目前已
在全省拥有营业网点 2060 个， 覆盖全省
70 多个县（市），近 8500 个行政村；各项存
款余额成功突破 4000 亿元大关；贷款余额
1352 亿元，成为全省金融领域一支新兴的
重要生力军。邮储银行总行资产规模在国内
银行业内稳居第五，2016 年以 “两年来全
球最大的 IPO”“六年来 H 股最大的 IPO”
身份成功上市，被视为最具发展潜力银行。

十年成长路，十年普惠情。在湘十年，邮
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扎根湖南、 服务湖南、助
跑湖南， 累计在湘投放资金超 5400 亿元，
其中直接为 50 万户农户、商户 、中小企业
主发放贷款 1600 多亿元。 先后荣获“金融
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奖” 一等奖、省
政府“五一”劳动奖状、全省金融机构年度
“杰出贡献银行”奖、湖南金融创新力量、最
佳普惠金融机构等多项荣誉称号。

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

用心服务客户是每一个湖南
邮储银行人不变的承诺。

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方案，解决融资难问题。

普 惠三湘 尽显大行担当普 惠三湘 尽显大行担当

行 稳致远 逐梦更好未来行 稳致远 逐梦更好未来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大楼。

(本版图片均由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