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满祥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
上榜理由：在他的带领下，中

行河南省分行信息科技条线持续
探索金融科技创新，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为数
字化发展战略主攻方向，全力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改
善。将金融科技融入高频生活场
景，先后建立“中银智慧幸福家
园”“智慧医院”“智慧校园”“无感
停车”等智慧场景，全面推动惠民
便民措施落实到位；利用大数据、
互联网等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
业务；利用金融科技提升风险防
控能力，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2020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领军人物

【杨勇】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
上榜理由：2020年，他带领

交行河南省分行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
署，主动走市场、进企业，推进产
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围绕国家
战略建设部署，加快重点项目储
备与投放。聚焦普惠金融、涉农
等重点工作，保护小微企业市场
主体，依托交通银行综合化经营
优势，助力推动河南省农业转型
升级。同时，夯实管理基础，推
进队伍建设，带领分行各项工作
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

2020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金融科技先锋人物

【方萍】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
上榜理由：2020年，她带领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依托中信集团
金融全牌照优势，大力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分行各主要指标均衡
发展。截至2020年10月末，该
行二级分行8个、综合支行77个，
均列河南12家股份制银行第一；
分行资产余额突破2000亿，是同
业第2家资产规模超2000亿的
银行。分行特色业务齐头并进，
托管、票据贴现、债券承销等市场
份额领跑区域股份制银行；普惠
贷款完成监管“两增两控”目标。

【边松风】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
上榜理由：2020年，他带领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助力国家战略
落地和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20
年10月末，累计为各类企业融资
628.18亿元，其中为郑州航空港区
建设融资近百亿元，向沿黄重点项
目投放80多亿元；通过“政策倾
斜+重点扶持”“银政合作+减费让
利”等措施，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
力度。他组织平安各驻豫公司累
计捐赠抗疫物资及善款80余万
元，为5万多名一线工作者赠送总
保额超过150亿元的保险保障。

【王磊】
华夏保险河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上榜理由：他工作作风严谨务实，工作目标精

益求精，对内把握原则标准、突出绩效管理，对外紧
贴客户需求、推进业务深耕。带领华夏保险河南分
公司锐意进取，又快又好地实现了华夏保险的中原
崛起。在带领业务团队不断达成目标的同时，他积
极投身“慰问抗战老兵”“健康童行客服节”等爱老
慈幼的公益活动中，发扬了现代保险企业的社会责
任与精神，身体力行地以保险人的责任与担当，助
力中原更加出彩。

张晓华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
上榜理由：在她的带领下，交

行河南省分行信息科技条线加快
数字化转型步伐，在实现传统业务
线上化的同时，利用金融科技提升
风险防控能力，全力打造“金融+科
技”多元场景，用金融科技点亮民
生服务、支持普惠金融、助力民企
发展。2020年度，“电子亮证”项
目上线，企业开户效率大幅提升；
与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合作推
出线上“金融+不动产抵押登记业
务”，与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合作上
线社银“就近办”和社保制卡一体
机服务，促进了金融科技与民生服
务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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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卓越金融家

【邹平】
工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
上榜理由：在他带领下，工行

河南省分行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坚定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天职，提高政治站位，以服务“六
稳”“六保”为出发点，坚持服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实施

“贷+债+股+代+租+顾”全口径融
资服务，精准对接中部地区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大别山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战略，全力支持
制造业、普惠、民营发展和抗“疫”
战“贫”，以金融之力助推构建新发
展格局、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赵卫华】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榜理由：他提出“控风险促发展，在发展中调整，

在调整中发展”的经营思路，增设家族信托办公室、证
券组合投资部、信托业务管理部等部门，中原信托转型
创新步伐明显提速。截至2020年11月末，中原信托累
计管理信托财产8818亿元，累计交付到期信托财产
6888亿元，累计向客户分配信托收益886亿元。今年
前11个月新增河南省内信托资金投放382亿元，支持
了一批经济和民生发展项目，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了
积极贡献。

【郭斌】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上榜理由：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入驻中原，是省委

省政府“引金入豫”战略工程的重大举措，更是河南引
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收官之作。浙商银行郑
州分行行长郭斌提出打造“发展好、服务好、队伍好、
管理好、风控好”好银行的奋斗目标，带领全行发挥

“平台化服务、企业流动性服务、智能制造服务、小微
企业贴心服务、个人财富管家服务”等特色优势，对接
新经济、融入新发展，大力服务实体企业，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游翔】
焦作中旅银行行长
上榜理由：作为国内首家旅游特色银行的行长，

他坚持围绕国家政策方针落实“六稳”“六保”工作，牢
牢把握旅游金融发展大势，积极对接重点项目建设，
助力国家战略落地和实体经济发展，带领焦作中旅银
行充分发挥旅游金融特色，全面提升银行核心竞争
力，进一步夯实发展后劲，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和服务质效，市场认可度进一步提高。曾荣获河南
省劳动模范、年度银行杰出贡献人物、年度金融发展
领军人物等多项荣誉。

【常冰雁】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
上榜理由：他带领中行河南省

分行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多
措并举助力复工复产复市，聚焦

“两新一重”建设，全力支持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洛阳副中心城市建
设；发挥国有大行“头雁效应”，支
持普惠金融，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充分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主渠道作
用和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持续加
大对外向型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为
省内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搭建平
台，受到政府和企业广泛赞誉。

【董玉华】
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
上榜理由：在他带领下，农行

河南省分行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重大任务，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地履行好
国有商业银行政治担当，重点做
好支持“两新一重”、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
战略，全面加大“三农”县域、乡村
振兴和精准扶贫支持力度，以绿
色金融创新引领“三农发展”，并
持续深化普惠金融服务，坚定不
移为中小企业让利纾困，多次受
到省委省政府、农总行的高度评
价和充分肯定。

【石永拴】
建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
上榜理由：在他带领下，建行

河南省分行坚守金融初心，回归
金融本源，兴修金融水利工程，践
行数字化打法，全力推进“住房租
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3+N”
战略，大力推广智慧政务、智慧工
商联、数字房产等“8+N”平台，坚
持用金融这把“温柔的手术刀”，
主动向社会痛点发力，为百姓安
居提供建行方案，为企业创业兴
业提供广阔舞台，让金融成为实
业家的坚实靠山、创业者的活水
源头、消费者的放心港湾。

【韩军】
华夏保险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上榜理由：在他的带领下，华

夏保险河南分公司银保渠道业绩
逐年递增。2017年度，豫分银保
渠道带网长期期交年累计达成
33929万元，河南银保市场排名第
4；2019年度，带网长期期交年累
计达成 19.68 亿元，同比增幅
189%，系统排名第4，河南银保市
场排名第1，荣获当年第十四届中
国保险创新大奖个人奖之年度渠
道管理成就奖；截至12月15日，
2020年度带网长期期交年累计达
成15.53亿元，系统排名第5，河南
银保市场排名第2。

【孙财汇】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上榜理由：2020年6月29日，他履新平安人寿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制定分公司三年发展规划，明确
“一个台阶、三年保二争一”的发展目标，“以基本法
利益为导向推动绩优成长，以绩优成长为导向推动
高价值产品，以质、量平衡为导向推动人力发展”为
发展路径，落实“训练、主顾、主管”三项核心工作，要
求内外勤做到“四懂”，即懂产品、懂基本法、懂主顾、
懂训练；树立“长征精神、钉子精神”的企业文化，推
动分公司新的三年规划目标全面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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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尽调，
30亿授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当前，河南经济正处于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阶段，对金融服务尤其是银
行信贷投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这一背景下，如何不断畅通金融活
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之树？

疫情期间，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主动进行摸排，得知华润医药集团
旗下河南地区省级医疗器械配送平
台及地市子公司急需资金支持，但
这些公司分布在河南各地市，部分
地区疫情防控严密，无法正常开展
授信前的企业实地尽职调查。

该行迅速制定线上视频尽调方
案，指导企业安装使用尽调工具，最
终通过线上视频会议，顺利完成企
业基础授信资料、交易合同、纳税系

统、财务系统、仓库物流现场等内容
的全方位调查，不仅调查了企业的
基本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深入了
解了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及资金需求
方向，同时也达到银行合规风控要
求，创新完成“线上”尽调，最终为企
业授信30亿元，及时纾困企业资金
难题。

金融稳则民心安。疫情防控期
间，该行通过及时调整辖内营业网
点营业时间，优化线上服务，开辟信
贷审批“绿色通道”，创新金融服务
手段，减免手续费用等方式，全力保
障战“疫”企业基本和应急金融服务
需求。

科技赋能，
勇担责任助小微企业“渡难关”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暂时受困

的科技型、先进制造类等资质良好
的中小企业，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全
力协助主办机构通过协调合作的担
保公司、政府风险补偿政策等追加
增信措施，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扶
助企业攻坚克难。

加大中小企业特色产品的应
用，让“易速贷”“连连贷”“快易贷”
成为中小微企业的好帮手，引导小
微企业提高业务线上办理率。加大
对小微企业线上“票据秒贴”的推广
力度，实现业务办理足不出户，高效
快捷。

据悉，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短、小、频、急”的资金需求，以及因
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贷款的问题，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跳出原有的“条
条框框”，积极参与郑州市科技局推
出的“郑科贷”业务，为科技型企业
发展壮大注入金融活水；落地专为

烟农量身定制的信贷产品“烟农
贷”，再次打响了该行“普惠金融、服
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着力精准扶
贫”的战役；针对实体经济中坚力量
的制造业企业，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加大中长期信贷工业厂房按揭贷款
业务的投放力度，助力制造业产业
升级，引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

作为服务中小企业的新探索，
近年来，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积极创
新供应链金融业务，陆续上线“兴享
票据池”“兴享应收”“兴享E函”“兴
享单证通”等在线融资系统，从应收
账款、订单、票据、保函等多种交易
信息入手，借助核心企业信用，为其
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今年以
来，该行已累计为辖内企业提供各
类线上供应链融资89亿元，有力支
持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600亿元绿色融资，
助力美丽河南建设

扎根中原16年，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主动将绿色金融业务品牌优势
转化为助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金
融动能，以特色化经营和差异化服务

为美丽河南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金
融活水。

截至2020年10月末，该行累计
为河南300多家节能环保企业或项
目提供绿色金融融资600多亿元，多
个绿色金融项目在豫落地生根。

自2004年成立以来，兴业银行
郑州分行在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
态经济三大领域深入持续推动美丽
河南建设。多年来，绿色金融实践
让该行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收获了环境和社会效益，达到了商
业模式可持续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有
机统一，在市场上逐渐形成了“绿色
金融找兴业”的良好口碑。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绿色金融部
负责人介绍，该行将业务资源更多
投向各类环保项目，南水北调工程、
郑州轨道交通建设等都有该行绿色
金融的支持。

未来，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将持
续打造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的标杆和“样板”，坚持将绿色金融与
支持实体经济、帮助小微企业、推进
金融扶贫结合，成为河南的美丽担
当。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2020年适逢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面前，金融机构作为现代经
济的核心，快速反应、及时行动，积极发挥活水灌溉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
复发挥了巨大作用。

深耕中原16年的兴业银行郑州分行，通过“特事特办”“应贷快贷”等措施，逆势加大对
企业的信贷支持，彰显了商业银行的责任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