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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金融先锋如是说
（上接 A01 版）
1979 年城市信用社最先在河南
出现，此后在全省乃至全国作为一种
新型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
1996 年，部分地市城市信用社合并
为城市合作银行，此后经过进一步的
改制，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全
省城商行发展迅猛，中原银行港股上
市，郑州银行相继登陆港交所和深交
所。与此同时，地方金融机构也开始
在河南稳步、快速发展。
农村信用社 1979 年建立合作金
融模式，实行自负盈亏。2004 年开
始明晰产权、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改
革，2005 年组建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目前全省农信社即将改制为
农信银行。
信托机构自 1980 年恢复以来，
经过历次整顿，管理日趋规范，河南
两家信托公司业务蓬勃发展；与此同
时，河南省证券业也起步较早，经过
规范整顿，全国性证券机构在河南纷
纷设点，地方性券商——中原证券经
营实力大为增强，发展势头良好，更
是成为全省第一家上市金融机构。
相伴 40 年发展，最耀眼的事件
当数“77 级银行家现象”，诞生了一
批高端金融人才。
计划经济年代，各省市银行干部
出现断层，人行总行就在国内几个省
份直接投资办起了学校，河南省银行
学校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77 级
共招生 317 名，
多数来自河南各地。
1981 年，郑州大学设立金融干
部专修班，第一次面对全国招生，81
人中，河南人有 50 人，其中河南省银
行学校 77 级学生又占了近一半。
河南省银行学校“金融黄埔”的
声名自此传开。77 级更是诞生了李
晓鹏、董文标、李怀珍等一批金融专
家，他们至今仍活跃在中国金融界，
发挥着巨大能量。
河南这片金融沃土，至今培育着
一代又一代卓越的继任者。在河南金
融业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支柱产业
的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河
南金融异军突起
随着河南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两条逻辑脉络清晰可见。
从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到河
南省“十一五”
“十二五”发展规划，可
以看出我省在金融市场主体的建设
上，逐步形成了坚持“引金入豫”和本
土金融机构组建、改革并重的发展路
径，作为完善我省金融体系的双轮驱
动。
引金入豫方面，大力引进银行、
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
构入驻或在我省开展业务。这不但
为河南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更为河
南金融业培养了高级管理人才，带来
了高级管理技术，为河南省本土金融
的聚力发展创造了平台。
1995 年 广 发 银 行 郑 州 分 行 开
业，1998 年中信银行入驻郑州，2000
年光大银行设立郑州分行，随后浦发
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
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进驻
郑州，不仅支持了河南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其自身经营效益和经营业绩
也在各自系统内处于前列。2015 年
恒丰银行郑州分行、渤海银行郑州分
行试营业，2016 年 4 月浙商银行签

少儿财商教育
持续走热
一场活动究竟能给孩子
带来多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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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中原金融 50 人论坛”
现场
约入驻。至此，12 家全国性股份制银
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排名靠后，
行全部落户郑州市郑东新区。
与 河 南 省 GDP 在 全 国 的 位 次 不 匹
随着 2008 年汇丰银行在郑州开
配。除了经济证券化程度低之外，河
业，标志着我省金融业对外开放迈出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过度依
了一大步。此后 10 年，东亚、渣打等 3
赖银行业的贷款，以至于中央宏观货
家外资银行入驻，还有大量的保险、证
币政策的任何调整，都会给河南经济
券等金融业入驻河南，进一步丰富河
带来很大的影响。
南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各类地方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河南金融业过去在全
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滞后于中央和
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滞后于经济发
其他地方驻豫机构的发展。目前，河
展 。 历 届 省 委 省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从
南省仅有一家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4 年开始，陆续出台支持金融业发
一家本土券商，互联网金融发展相比
展政策到实施“金融豫军”战略，厚积
东南沿海区域也明显不足。
薄发，
“ 金融豫军”终于迎来了华丽绽
河南省本土金融业还普遍存在
放、蔚然成势的时代。
“小而分散、大而不强”，产品研发能
2014 年，河南唯一本土法人券商
力不强等问题，金融人才培育也尚未
中原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
跟上金融业发展。对于一个不及全
为国内第四家在港上市的券商，打开
国平均水平尚处于赶超阶段的经济
了我省沟通海外资本市场的新通道； 体来说，大力发展金融业在全省上下
随着城市商业银行改制取得重大突
逐渐形成共识。
破，河南省最大的本土城市商业银行
2018 年是改革创新迎接质变之
——中原银行诞生，结束了河南没有
年。随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本土省级法人银行的历史，并与两年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一系列
半后迅速香港上市；由洛阳银行作为
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改革正
主发起人，联合设立的洛银金融租赁
在由表及里，金融规范措施持续出
股份有限公司，则填补了我省一直以
台，改革大潮席卷金融全行业，金融
来没有金融租赁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
发展开启新维度。
空白；2018 年 9 月，河南老牌城商行郑
实业与金融业的关系出现了深
州银行也成功登陆 A 股，成为全国首
层变化，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产业经
家 A+H 上市城商行。
济迫切寻求升级，金融支持实体力度
2015 年“金融豫军”异军突起，银
渐强；面对 2020 年全面脱贫的历史
行、保险、证券、信托、产业基金、资管
课题，金融企业也正在挺进农村“空
公司、股权交易中心等金融“多兵种” 白地带”
，发挥新的价值。
全面集结，
“ 金融豫军”进入全面崛起
对于新形势下的金融发展，十九
阶段。全省金融业产值和地方税收占
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
比大幅上升，金融业占 GDP 比重首次
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跃升至 5%以上，成为全省支柱产业。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
“健全货币政策和
“中原金融先锋”报道启动， 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健全金融
聚焦高质量发展
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现代经济的
险的底线”等多项内容，河南金融业
核心。在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人口红
无疑将在动能转换的改革之中寻求
利”、
“ 资源优势”等因素的驱动下，河
高质量发展的答案。
南经济在改革发展中显现了巨大的优
去年大河财富论坛推出首届金
势，经济长期保持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融 50 人论坛，聚焦金融业共鸣声音，
水平的良好发展势头。
呼唤新金融，把脉新变化，做出的自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年末，河
我更迭和创新，引起业界强烈反响。
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今年的大河财富论坛，将更加注重金
59068.66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9.4%， 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力度，推出更富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41743.31 亿元， 新意的报道与活动。
增长 14.4%。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即日启动
“中
2020.07 亿元。
原金融先锋”
重磅报道，
正是要寻找那
但与其他省市相比，面临金融业
些对河南金融业发展有巨大贡献的、
滞后，对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不足的窘
产生显著影响的、对未来有积极作用
迫局面。
的人物，通过讲述他们的“河南好故
2015 年 开 始 ，河 南 省 金 融 业 占
事”，为本土经济和企业贡献发展智
GDP 的比重超越 5%，但仍低于全国
力，
为中原更出彩探索新的未来样本。

秋后的郑州气温正在降低，但
家长们对少儿财商教育的兴趣却持
续走热。
从 8 月 11 日首期大河财立方小
财神特训营上线后，郑州便迅速掀
起了一阵“少儿财商”热，其中在短
短一个月内先后举办了三期的特训
营活动，更是场场人气爆棚，逐渐成
为不少家庭周末寓教于乐的首选，
那么一场特训营活动究竟能为孩子
带来多少改变？

孩子金钱观得到了纠正
懂得了财富的来之不易
家住郑州市中原区的王女士，
近期特意带领自家孩子驱车二十余
公里来到北郊参加第三期特训营活
动。尽管活动当天下起了小雨，她
和孩子仍然乐在其中。王女士告诉
记者，自己近几年来意识到了财商
教育的重要性，但却苦于没有相关
教育机构，现在看到特训营这种寓
教于乐的方式，
她觉得十分新颖。
活动结束后，她在跟孩子的相
处中明显感觉到了变化，王女士称，
以前孩子花钱经常大手大脚，现在
则会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
“我儿子
参加过活动后，现在有了一些基本
的理财观念，会主动问起家里在银
行理财和股票投资等方面的情况，
这说明他的金钱观得到了纠正。”王
女士还表示，下一步她将继续引导
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也期待大河
财立方推出更多形式的活动。

家长认清财商教育重要性
会更主动进行引导
据悉，在特训营现场，受益的不
仅仅是孩子，多名少儿财商教育专
家也为家长们补上了重要的一课。
如财商教育专家马春慧说：
“站在未
来 看 现 在 ，少 儿 财 商 教 育 刻 不 容
缓。”她还告诫家长：
“如果你不教孩
子金钱的知识，将来会有人代你去
教他，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债主、奸
商甚至骗子。”很多家长听后纷纷表
示，自己以前对这块不够重视，现在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财商教育的重要
性，将会在日后的生活中对孩子进
行积极引导。
实际上，财商教育并非高深莫
测，同样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
引导，并且越早开始越有益处。感
兴趣的家
长可以扫
描下方二
维码，关注
小财神特
训营公众
号，从此财
商活动不
再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