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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朱明杰 潘毅

2014年 12月 26日，伴随着中原
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河南省
唯一一家省级法人银行中原银行宣告
成立。近两年来，中原银行这支金融
豫军紧紧围绕河南振兴、中原崛起历
史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深耕中原经
济，在服务中原经济区发展中取得了
非凡的业绩。

省委书记谢伏瞻对中原银行作
出了“牢记使命、深化改革、创新发
展、严控风险，支持实体经济，打造金
融豫军品牌，助推全省‘十三五’开好
局、起好步，再创佳绩，再作贡献”的
重要批示。中原银行迎来了改革发
展的新时期。

在新的形势与机遇面前，作为中
原银行在南阳地区的一级分行，中原
银行南阳分行立足豫宛大地，深耕地
方经济，倾力服务发展，为南阳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充分展
现了金融豫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魅
力与担当。

做好“政府银行”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定位发展与风
险，是摆在银行面前的考题。中原银行
提出：在发展中判断风险，管理风险，不
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中原银行南
阳分行认真落实总行战略，坚持服务地
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广大市民
的基本定位，加大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
力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去年以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加大
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工
业升级转型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对
全市经济贡献较大的客户，实施信贷、
承兑、贴现、结算等综合服务措施，多方
予以支持。面向机构客户的营销，新增
28户；机构业务代理资格共取得50个，
其中财政板块26个，社保板块7个，住
建板块7个，公积金板块1个，国有土
地网上交易合作银行资格9个，方城、
油田、唐河、交通、淅川、南召、镇平等8

家支行顺利通过省国土资源厅系统测
试，首批获得国有土地网上交易银行代
理资格。

在探索银政、银企合作方面，先后
与卧龙区、邓州市、唐河县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与内乡、西峡、方城、新野、
南召、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鸭河工区等，
展开积极对接，深化业务合作。目前已
储备总金额 20 亿元的 16 个大个项
目。对有信贷业务合作的优质客户和
全市重点项目、骨干企业和民生工程，
准确把握信贷政策,加大信贷投入，倾
力支持发展。截至2016年9月底，该
行公司贷款余额达89.47亿元，较年初
增长 13.83 亿元，累计发放金额达
81.76亿元。

在服务地方重大项目建设上，以
营销河南省“1816”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为重点，大员上前，加力营销。至9月
底，已落地项目52个，累计发放贷款
6.3亿元。

做深“市民银行”

长期以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每月
坚持为近10万户市民提供水费、电费
的代收服务工作。中原银行成立后，确

立了“传统业务做特色、创新业务找突
破、未来银行求领先”的三大战略发展
规划。

围绕“三大战略”的落地实施，该行
升级网络系统，推出中原银行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等新服务渠道，引导广大
市民选择更方便快捷、科学合理的缴费
方式。经过不懈努力，与居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水电费代收，“三网”通信费、有
线电视收视费等代收服务，由过去单纯
柜台现金交纳，全部扩充至自助取款
机、查询机、手机银行等自助渠道，实现
24小时交纳服务。尤其是中原银行

“手机银行”，使广大居民足不出户就可
以完成业务办理。

针对存款利率下行居民理财需求
旺盛的情况，该行推出大额定制存单、

“鼎盛财富”系列产品、贵金属投资、基
金定投等业务，深受广大居民欢迎。前
9个月，先后发行“鼎盛财富”系列理财
产品28只,推出贵金属三大系列228
种，基金产品94只，有效满足了广大市
民多元化的理财需求。

为切实给广大市民提供优质、快
捷、高附加值的服务，去年以来，中原银
行南阳分行加快网点优化、整合步伐，
对城区位置偏僻、场地较小、功能设置
不足的网点进行撤并，选择合适位置进

行迁址优化，并对一批老网点进行升级
改造，在服务空白区域布设离行式自助
银行。

在优化网点布局的同时，引进现代
化智能设备，对服务设施进行升级换
代，新增离行式自助银行9家，补充自
助存取款设备38台，配备自助开卡机
30多台，试点VTM（远程视频银行）2
台，打造功能健全、服务便捷、环境优美
的金融网点。

做大“中小企业银行”

南阳桐柏一化工企业在中原银行
南阳分行的250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
由于贸易伙伴回款不够及时，企业一时
难以拿出这笔钱。企业负责人顾及征
信记录出现不良，决定寻求“过桥资金”
渡过难关。中原银行得知这一情况，判
断企业整体发展状况没有变化，便提前
为企业做好新增贷款授信的准备工作，
赶在前期贷款到期日予以授信，实现了
信贷资金“无缝对接”，使企业避免了高
额的资金损失。

今年以来，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上，中原银行南阳分行针对长期合作的
企业，在原有担保方式不弱化的情况

下，保证不抽贷，不减少信贷投放额度；
对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明确“创新工
作方式、完善信贷服务、提供授信审批
效率”等具体帮扶措施。

该行借助银政战略合作、银企洽谈
会、企业联谊会等机会深入开展银企对
接活动。在业务合作中，充分发挥地方
银行信贷投放、票据贴现、结算服务等
方面的优势，对长期合作的优质成长型
小微企业客户，量身定做综合服务方
案，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
结算、财务管理等多种金融服务；为小
企业贷款开辟“绿色通道”，面向小微企
业的“商商贷”、“种子基金”、农贷“1+
N”等产品，多方提高小微企业信贷服
务工作效率，较好地满足了企业贷款

“快、频、急”的需求。2016年前 9个
月，中原银行南阳分行累计投放小微企
业贷款47.5亿元。

做强“责任银行”

去年9月，中原银行南阳分行积极
开展“百名行长助学活动”，捐资对南阳
市10名家庭困难学生开展帮扶工作。
其中，高中生 2 人，大学在校学生 8
人。按照资助意向，资助活动分三年进

行，第一年捐助5.1万元，第二年、第三
年分别捐助3.7万元和3.2万元。

这只是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展现责
任担当的一个缩影。作为地方银行，近
年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在发展中始终
牢记使命，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切实做
有爱心、有责任、有担当的银行。

在服务南阳市“双创”工作中，
2015年南阳分行社区共建单位为卧
龙区宛西社区。在共建过程中，分行
高度重视，积极配合，按照活动要求，
先后捐出资金15万元，支持对口帮扶
社区建设。

在支持教育、卫生等涉及民生保障
项目方面，该行与市内多家学校、医院
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仅2016
年前9个月，就先后为教育、卫生单位
建设融资5.13亿元。近年来，该行还向
南阳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等爱心机构捐
款捐物价值5万多元；向中小学生捐赠
图书5000余册；向身患重病的行内员
工苏会捐款6万多元。

县域支行结合县域实际，广泛开展
爱民、助民服务活动。中原银行邓州支
行安排一名副行长挂职邓州市孟楼镇
耿营村任第一书记。耿营村地理位置
偏僻，村民收入水平较低，尤其是一些
特困家庭，生活无着落，甚至难以达到
温饱水平。为此，支行开展多次募捐，
向村中6户特困户送去慰问品，并捐助
现金3000元。同时还发动支行员工为
小学捐助图书和衣物。

在落实中央普惠金融的政策方面，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还积极实施“千村万
家”惠农支付系统工程，布设惠农支付
网点，推出自主品牌惠农产品。截至
10月8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与宜农公
司已合作考察136个村，已与60多个
村达成开设惠农服务点意向。

“深耕南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
我们的永恒主题;追求卓越，为客户提
供良好服务是我们的不断追求；担当责
任，奉献社会是我们永远不变的理念。”
谈起历史使命与未来发展，中原银行南
阳分行行长李朋建信心满满,“中原银
行南阳分行这支金融新军将不负众望，
在服务南阳经济社会发展中必将创造
出更加辉煌的业绩。”5

中国工商银行南阳分行

银企互联打造智慧金融的新高地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金融豫军的南阳实践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刘万强 蒋红升

在过去的“十二五”这五年中，工商
银行南阳分行以支持南阳经济发展为
己任，认真履行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
任，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各项贷款由
2010年末的70亿元增长到2015年末
的138亿元，五年翻番，累计投放各项
贷款390亿元，为建设“三个南阳”作出
了积极贡献。

顺应国家、地方经济转型发展需
求，工行南阳分行积极响应总行互联网
金融战略，创新推出智慧金融平台，为
客户提供特色化、便捷化的信贷服务；
围绕省市重大项目实施和重点产业布
局，积极协调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强力
助推高效节能产业、外向型经济向快向
好；借助工行享誉全球的金融服务网
络，南阳分行为本土企业搭建起连接

“一带一路”战略的桥梁，形成优势产业
腾飞的动力源。

工行南阳分行行长王勇表示，“十
三五”期间，该行将紧紧围绕全市经济
发展战略，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以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强力开辟多元
化的金融服务渠道，为南阳市地方经
济注入强有力的资金动力，打造智慧
金融的新高地和南阳经济腾飞的“强
引擎”。

跨界融合，三大平台
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朋友说工行的APP功能特别强
大，我到营业厅把银行卡和工行的手
机应用绑定之后，现在不论是做生意
与客户资金往来，还是平时自己理财、
网上购物都离不开它了。”11月14日，
在某金融公司工作的汪女士说，自己
比较过好几种金融网上平台，发现工
行是最便捷的，转账、支付这些传统业

务费用低、到达快，而且还具备即时通
讯、投资理财、网络融资、消费信贷等
许多功能。

汪女士正是工行智慧金融服务的
受益者。2015年年初，工行推出互联
网金融品牌“e-ICBC”，成为国内第一
家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的商业银行。
在这一主导品牌框架下，延伸为“融e
购”电商平台、“融e联”即时通讯平台
和“融e行”直销银行平台三大平台，
支付、融资和投资理财三大产品线，包
含“工银e支付”“逸贷”“网贷通”“工
银e投资”“工银e缴费”等一系列互联
网金融产品，全面包含“支付+融资”

“线上+线下”“渠道+实时”等多场景
应用。

“自我行实施互联网金融战略以
来，已发展互联网金融客户62.5万，并
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今年上半年
网上交易笔数达561万，交易额达4135
亿元。”工行南阳分行电子银行部负责
人告诉记者，工行南阳分行积极响应总
行互联网金融战略，在进军互联网金融
的道路上独领风骚。

据南阳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融
e购”是工行三大互联网金融平台之
一，作为电子商务平台，集网上购物、投
资理财、网络融资、消费信贷于一体，服
装、烟酒、食品、家电甚至汽车、房子，都
可以通过“融e购”来进行购买。“融e
联”是工商银行自主研发推出的即时通
讯平台，这个服务平台集合了工行整体
资源，一站式满足客户在社交、投资、生
活等多方面的需求。“融e行”作为工行
的直销银行平台，客户可以通过此应用
办理相关银行业务，不必去银行网点办
理，随时享受真正意思上的7×24小时
服务。

“让银行不再只是客户要去的一个
地方，而是一种随时可得的服务，工商
银行希望借助互联网技术，将金融服务
融入公众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南阳分
行副行长任小静认为，三大互联网金融
平台在南阳得以迅速扎根落地，既为银
行开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也为商户开

辟了销售新渠道，为银行本身的存款客
户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服务和消费金融
服务，实现商品交易和支付、融资等金
融功能的无缝结合，从而提升地方经济

的整体活跃度。
“工银e缴费”平台是工行支付线

的其中一个支付产品，截至去年9月
份，快捷支付产品客户数近2600万户，

支付余额超过300亿元。工商银行的
“网贷通”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了VIP
通道，从2014年以来，工行南阳分行已
累计对 119 家企业发放网贷通贷款
243976万元，为本地中小企业融资提
供了极大帮助。

按照工行的战略规划和总体设想，
建设三大平台和三大产品线后，工行南
阳分行下一步计划加快存量网点的布
局优化和服务转型，加强线上渠道与线
下网点的互动，整体构建“任意一点接
入、线上线下互动联通、全程响应”互联
网金融领域的领军者地位。

沟通互联，差异化服
务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为企业拓展了新的市
场，在此背景下，工行南阳分行遍布全
球的金融服务网络优势，为本地企业打
造个性化方案，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助力企业海外掘金。

“我们的境外网络已拓展至全球
42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参股南非标
准银行覆盖非洲20个国家，形成了横
跨亚、非、拉、欧、美、澳的全球服务网
络。”工行南阳分行国际业务部负责人
介绍，目前，该行已经构建了与“一带
一路”建设需要高度重合的境内外经
营网络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120 家分支机
构，并与沿线60个国家的736家银行
建立了代理行关系，金融服务能够全
面辐射到“一带一路”规划区域。同时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为客户提供各类对
外非融资性担保、工程项目下应收账
款融资、出口买方信贷、境外项目融
资、内保外贷、跨境并购融资、国际银
团等多种金融产品。同时还运用强大
的数据及信息平台，及时为客户提供
市场信息参考。

截至目前，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已累

计向涉及“一带一路”项目企业办理各
项融资近4亿元，支持企业实现进出口
业务4.5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外
向型经济的发展。

针对企业产能过剩、保持信贷资
产优化格局压力增大的严峻局面，工
行南阳分行围绕南阳市委、市政府战
略部署，快步跟进南阳市重点项目建
设进度，把支持基础设施、能源资源、
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先进装备制造
业以及战略型新兴产业等放在信贷工
作首位。

五年来，该行累计向重点项目和大
中型企业投放资金230亿元，有力支持
了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的转型升级。
重点支持南邓高速、三淅高速、社旗风
电、南召抽水蓄能以及涉及农运会、南
水北调两个“国字号”工程项目建设，提
供了包括信贷资金在内的综合化金融
服务。

同时，该行积极创新融资产品，针
对小微企业的不同情况，制订一企一
策金融服务方案，对专业市场、产业集
群、工业园区做好批量融资业务。该
行为新野20户纺织企业投放贷款1亿
元，小微企业贷款每年净增额超过5
亿元，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00亿
元以上，支持的小微企业户数由64户
增加到 340 户，增长 431%。围绕天
冠、防爆、三全、思念、赊店、陆德等大
型核心企业，认真做好南阳上下游企
业供应链融资业务，办理供应链融资
23亿元。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行将继续贯
彻落实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和总行发展
战略，围绕全市经济发展布局，以服务
实体经济为工作目标，以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为己任，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强
力开辟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渠道，为南
阳市地方经济注入强有力的资金动
力。”王勇表示，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将
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强

“一带一路”的深度衔接，以创新、合
作、开放、共享的理念为支撑，深耕南
阳的金融沃土。5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开展“二维码扫街”活动 蒋红升 摄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进行智慧金融宣传活动 蒋红升 摄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行长李朋建在“中原银行杯”科技周活动上致辞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与唐河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