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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的大小，不在于它的
市值，而在于它为社会所作的贡
献。作为一家百年银行、一家在湖
南金融发展史上有着持续重要地位
的银行，湖南中行始终把“责任担
当”的承诺兑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
里，致力为国家、为客户、为员
工、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扶贫是国家重大战略，是民心
所向、民之所盼。湖南中行积极投
身精准脱贫攻坚战。他们将“金融
活水”注入“盐碱地”，支持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贫困户脱
贫。近年来，在贫困地区高速公
路、农村电网、水利设施、教育、
医疗以及农业特色产业、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个人贷款等领域持续加大
投放力度。截至2019年末，该行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46.63亿元，较
年初新增 6.43 亿元，增幅 16%，高
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幅。

他们扎实开展对口扶贫，不让
一位老乡在小康路上掉队。2015年
以来，共在全辖选派扶贫干部83名

（含18名第一书记） 到44个县81个
村开展了定点扶贫，无偿投入资金
1431 万元，捐赠物资折款 62 万元，
购买和帮助销售农产品 219 万元，
累计帮助 671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22783 名贫困人口，帮助 6274 户贫
困户 21747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扶真贫、真扶贫，赢得了百姓点
赞。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扶贫工作
队连续 5 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优秀
扶贫工作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湖南中行积极作为、主动担
当，统筹抓好疫情防控、金融支持
抗疫“两个方面”，支援健康、经济

“两大战场”。
湖南中行携同中银保险湖南分

公司一同发起了“中银守护·平安

天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属保障
行动，以金融力量为医者保驾护
航。截至 3 月末，共为湖南省疾控
中心、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等
14个市州49家医疗机构无偿赠送保
险近6000份，保障总额近60亿元。

推出《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十六条措施》，从优先
保障重点领域、优化授信资源配置、
落实减费让利措施、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等四个方面为疫情防控和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持。截至3月31
日，该行累计发放各类抗疫、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等贷款175.7亿元。

为社会注入金融动力，为客户
创造价值财富，为员工搭建成长平
台，为公众普及金融知识，为弱势
群体雪中送炭……在湘 105 年，中
行把真情放在了为民服务的点点滴
滴里，把荣耀写在了湖南发展的历
史长卷上。

“湘”伴百年 同心逐梦
——中国银行入湘105周年记

王 珊 肖志红 侯江涛 李 行

初夏时节，踏着复工复产的滚滚热潮，湖南
中行迎来了她105周岁的生日！

1915年5月19日，中国银行长沙分号在长沙
市太平门（今太平街口）正式对外营业，从此开
启了一段栉风沐雨、筑梦湖南的壮阔征程。

105年披荆斩棘，105年休戚与共。
105年来，湖南中行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内忧外

患中艰难成长，到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再到改
革开放后发展壮大，经历了无数风雨；中行职能从
旧时的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国际贸易专业银
行，到新中国成立后摆脱旧官僚资本束缚、并入人
民银行，再到分设升格、独立经营，发生了多次变
化。但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不论身份如何改变，湖
南中行人始终秉承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为
宗旨，为地方发展出力，替三湘百姓谋福！

战乱频仍、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时代，它是
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新中国成立百业待兴的时期，它是助力出口
创汇的“急先锋”。承担外汇经营管理工作，开展
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汇业务，大
力支持湖南外贸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冲破西方国
家对我国冻结、封锁、禁运，维护国家尊严，拓
展发展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大潮奔涌的年代，它是助力湖南改革
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帮助本地大型企业

“走出去”、让海外资金“走进来”；助力省内中小
微企业实现梦想；大手笔融资支持湖南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创新产品、打造省内特色经济金融服
务新模式……中行在多个业务领域创造了

“全国第一”或“同业率先”，在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中彰显出愈来愈重要的价值。

自入湘以来，中国银行在湘机构
就把根深深扎在了这方土地上。助力
湖南、服务发展，始终是一代代中行
人不变的使命与担当。

特别是近年来，湖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步伐不断加快、经济高质量发
展大潮澎湃，湖南中行充分发挥金融

“主力军”作用，自觉将金融服务工作
融入到国家和地方发展大局中，大力
支持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为湖南经济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金融引擎”。

2016 年 2 月，中国银行与湖南省
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湖南

“一带一部”、中三角城市群建设、长株
潭城市群建设等战略部署，在未来5年
内提供不低于3000亿元的授信支持。

湖南中行支持湖南构建“四大体
系”、打造“五大基地”。截至2020年一
季度末，围绕“四大体系”共提供授信支
持1096亿元，近五年年均增幅11.01%。

围绕我省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
设，湖南中行五年来累计新增授信总
量 700 余亿元、投放贷款约 400 亿
元，支持湖南高速公路、铁路、轨道
交通、机场等重点项目建设；

围绕新型城镇体系建设，累计提
供授信总量 730 亿元，贷款余额 295
亿元，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省
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和新型城镇建
设过程中人居环境改善、两供两治等
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贷款投放金额位
居省内金融机构前列；

围绕科技文化创新体系建设，五
年累计投放表内授信87.86亿元；

特别是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
实体经济发展，湖南中行大手笔、大
投入，以“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
新材料三大万亿支柱产业、二十大新
兴优势产业链及湘酒、湘瓷、湘药等
特色产业”为重点领域；以国家级园
区为重点区域；以“工业互联、5G商
用等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配套”为前
沿探索，为中车 （在湘成员）、华菱、
铁建重工、三一、中联、山河智能、
远大、湘电、比亚迪等重点企业提供
股权融资、债权融资、IPO、收购兼
并、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融资租
赁、资产管理、债转股、保险等精细
化金融产品与服务。近五年来，累计
为现代制造业及新兴产业、现代农
业、现代服务业投放2923.48亿元。

作为一家以外贸、外汇起家的百
年老行，中国银行在湖南对外经济交
流中，一直是重要的金融“助推器”。
近年来，湖南加快布局“一带一路”
及“一带一部”、打造内陆开放新高
地，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与世界对
接。湖南中行充分发挥在跨境金融领
域的传统优势，为湖南开放崛起“铺
路”“架桥”，提供多点支撑。

全力支持企业境外多元化融资。
五年来，湖南中行为各类企业提供本外
币贸易融资1338.26亿元，引入境外低
成本资金 165.85 亿元，涉及装备制
造、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能源、文化
创意等多个领域。通过与海外分支机构
联动叙做海外并购贷款、海外直贷、内
保外贷、人民币额度切分等业务，有效
满足客户低成本融资需求。2019 年，
湖南中行成功叙做全国首笔“国际白银
远期交易+香港白银实物交易+订单融
资”业务；与摩洛哥外贸银行上海分行
联动，实现融资性风险出让业务新突
破；配合外管局新政推广，实现跨境金
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全省首发……一
系列“首笔”“首发”，更好的融通全球
资本、支持湘企发展。

提供优质高效国际结算服务。提
供优质高效国际结算服务。五年来，

湖南中行累计为4633家外贸企业提供
国际结算量677.61亿美元，提供跨境
人民币结算 1266.34 亿元；共为华菱
财务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10
余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理资金池业务量
人民币 360 亿元，大量削减了企业的
结算成本。创新推出中银智汇 （GPI）
等系列产品，满足客户在支付速度、
价格、透明度、便捷性等方面要求。

跨境撮合，为湘企境外合作牵线
搭桥。2016年，中国银行和湖南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湖南·非洲国际产
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
近年来，湖南中行更是积极协助省商
务厅组织企业参加两届进口博览会，
为中国 （湖南） 国际矿博览会、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等国际展会提供
优质金融服务，有力推动“湘品出
湘”“湘企出海”。

为湘企境外项目开具保函、为跨境
并购提供支持、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汇率
利率保值服务、帮助企业防范风险……
在湘企扬帆出海的征程中，总有中行一
路护航的身影；在湖南对外经济壮大的
道路中，总有中行不遗余力的支持。
2019年，湖南中行国际结算业务、结售
汇业务、跨境人民币业务发生额均保持
当地市场第一位。

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
之义。近年来，湖南中行积极响应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号召，大力发
展普惠金融，并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建立专门的综合服务、统计核算、风险
管理、资源配置、考核评价机制，落实
尽职免责要求，提升基层发展普惠金融
的积极性，彰显出“普惠时代”的中行
担当。

消解小微企业“融资的冰山”，助
力创业创新。湖南中行出台了《支持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普惠金融具体措
施》 及 《公司金融十点承诺》，打造

“利业通宝”、“税融贷”及“税融贷+
担保”、“政购通”等多个创新产品，投
产“企E贷”线上信用产品，与各级政
府、园区、担保机构合作开展风险补偿

业务，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
题。

打通服务农村“最后一公里”，助
推“乡村振兴”。制定了《耕地开发业
务指引（2019年版）》，拓宽授信业务
叙做空间、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农村；联
合省农担推出“惠农担”系列产品，重
点支持粮食、油茶、生猪及地方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2019 年为符合风险管理
要求的客户降低准入门槛、延长产品年
限。截至2019年末，湖南中行涉农贷
款本外币余额283.48亿元。

创新产品服务，全方位服务好民
生。湖南中行“两线出击”：线下，优
化网点服务、打造智慧银行；线上，加
快新技术应用，中行手机银行共为湖南
地区500多万名用户提供超200种金融
服务。不仅如此，湖南中行还大力支持

居民消费信贷需求；
大力推动社保卡等业务
发展。特别是中国银行出
国金融特色服务，为出国留
学、国际商旅、投资移民、外
派工作、来华人士五类人群提供
360 度贴心服务；举办三届跨境

（留学） 峰会，每年为数十万客户搭
建跨境留学金融平台。

近两年，湖南中行普惠金融业务规
模、户数逐年增长，综合融资成本持续
下降，资产质量管控良好，不良额、不
良率连续两年实现“双降”。

在湖南中行人的主动转型中，“金
融活水”更多更好地流向金融服务相对
薄弱的小微、农村、民生市场，民企活
了、乡村火了、老百姓幸福指数不断提
高！

大爱无言 情暖三湘

105 年春华秋实，105 年岁
月如梭。

今天，中国银行在湘机构
已由过去的百名员工，发展为
拥有员工 9000 余人、400 个营
业网点，业务种类齐全、服务
手段先进、资金实力雄厚的国
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

站在105周年的新界碑前，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罗建军
代表全体湖南中行人铿锵发声：

“要在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建设的
征程中贡献湖南力量，要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体现中行担
当！”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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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向前，
去追逐更加美好的“中行梦想”，
谱写更加精彩的“湖南篇章”！

服务大局 助跑湖南

金融活水 普惠大众

汇聚全球 融通四海

2015 年 5 月

19 日，中国银行

入湘一百周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充分发挥集团跨境金
融服务优势，为客户办理防疫相关进出口业务近500笔，合计金额超
7000万美元，有效确保企业防疫相关业务需求处理及时。

2015年以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共选派83名扶贫干部到44个县81个村
开展定点扶贫，其扶贫工作队连续5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优秀扶贫工作队。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