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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1日，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深入许继集团调研，为企业融资“量体裁衣”

2018年1月12日，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流动性金融服务推介会在郑州举办智慧网点提供的人性化服务

为光山县王大湾希望小学捐赠助学

智慧网点优质服务

特色经营
助力企业“两降一增”

融通南北 服务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坚定三步走 打造好银行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围绕总行“两最”总
目标和全资产经营战略，筹建之初，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就对河南经济发展情况、重点产业行
业、同业经营情况做了深入调研，制定了《市场
定位与发展战略报告暨三年发展规划》，明晰
了奋斗目标、总体要求、实践路径和发展定位。

——奋斗目标：努力打造“发展好、服务
好、队伍好、管理好、风控好”的好银行。

——总体要求：创新、高效、务实、稳健
——实践路径：全力推进“特色银行—精

品银行—主流银行”梯次发展。
——发展定位：明确区域、行业、客户、业

务、产品五个重点。
好银行、三步走、四要求、五定位……为浙

商银行郑州分行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思想根基。

开业当天，浙商银行总行与河南省政府正

式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未来5年内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低于3000亿元的
意向性融资额度，支持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开业当场，浙商银行郑州分行与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河南投资集团、河南国控集团、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双汇集团、建业集团、
中原资产、郑州地产集团等八家当地知名企业
（政府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就如何帮
助企业“降杠杆、降成本、增效能”，提供独具特
色的“浙商实践”。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与中原地区多家知名
企业“握手”。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更是
浙江这个全国经济最活跃省份与内陆开放新
高地河南的一次牵手。

截至开业当天，该分行已累计投放各类资
产118亿元，为后续全面深化政企银合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发力全资产经营 助力中原更出彩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成立一周年纪实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坚定贯彻省委省政府
脱贫攻坚部署，积极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
作。开业之际向国家级贫困县光山县捐赠
100万元金融扶贫资金，引导光山县作为风
险补偿金，招商引资。通过产业扶贫，直接带
动 140 户贫困户脱贫；年吸收务工人员 20
人，实现人均年收入 3万元；带动周边 50户
贫困户从事茶叶产业，户年平均增收近2万
元，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
分行还积极响应总行热心公益的号召，在光
山县王大湾手拉手希望小学开展“彩虹计划”
捐赠助学，累计向 149 名小学生捐赠 6 万
元。在郑州市区开展“致敬城市守护者”公益
赠饮活动，累计向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警
等高温工作者赠饮矿泉水700余箱。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继续发扬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胸
怀大局、高效协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创
业精神，围绕‘好银行’奋斗目标，回归本源，
坚守初心，开拓创新、砥砺前行，以更高的热
情、更优的服务，为河南决胜全面小康、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大力量。”浙商银行郑
州分行行长郭斌话语铿锵。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宋永安

2016年 4月 8日，在第十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浙商
银行来了”成为这场盛会的焦点。浙
商银行郑州分行成长的种子就这样播
种在中原大地的春天里。

2017年2月21日，是河南金融界
值得铭记的日子。400位嘉宾莅临出
席，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历经十个月，浙
商银行郑州分行的开业首秀在一场丰
年瑞雪中盛大绽放。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正式成立，标
志着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入驻河南圆满
收官，意味着我省“引金入豫”战略工
程再上新台阶。由此，河南成为全国
第6个聚齐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
省份，郑州成为全国第11个聚齐12家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城市。自此，作
为银行界的“00后”，浙商银行以其全
新的面貌和形象进入了 1亿多河南人
的视野，开启了他在中原大地上不同
寻常的创业征程。

一年来，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在省委
省政府、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郑州
中心支行、河南银监局和社会各界的关
心和支持下，紧紧围绕河南省“十三五”
规划，紧扣省委省政府打好“四张牌”和
“五大攻坚战”、推进“三区一群”建设等
战略布局，发力全资产经营，发挥特色
优势，全力支持河南社会经济发展，实
现了从河南银行业一个“新兵”到一支
“新军”的蜕变。

正值一周年，浙商银行郑州分行
实现全资产投放396亿元，累计为地
方提供融资 661亿元。2017 年末各
项贷款余额 86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11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67 亿元。
2017年经营指标考核位居系统内第3
位。荣膺多家知名机构评选的“中原
杰出服务银行”“2017中国金融业（河
南）年度值得信赖金融品牌”等荣誉。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期间，中央电视
台、河南电视台等国家级、省级主流媒
体对分行多次采访报道。

豫见浙商 遇见未来

浙商银行的前身是1993年在宁波成立
的浙江商业银行。2004年 6月，经中国银监
会批准，浙江商业银行重组、改制为浙商银
行。2016年 3月 30日，浙商银行成功在香
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目前，浙商银行已在全
国14个省市和浙江省内全部省辖市设立了
200余家分支机构，香港分行已获香港金融
管理局授予的银行牌照，成为第6家在港获
得分行经营牌照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近年来，浙商银行围绕打造最具竞争力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浙江省最重要金融平台
的“两最”总目标，实施“全资产经营战略”，发
挥“企业流动性服务银行、同业金融市场业
务、国际业务、小微企业贴心服务银行、个人
财富管家银行”五大特色优势，实现了快速稳
健增长。2017 年半年报显示，资产总额
14532.90亿元，同比增长22.99%；实现营业
收入179.49亿元，同比增长12.43%；净利润
56.02亿元，同比增幅18.32%，各项核心指标
增幅在已上市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名列
前茅。在英国《银行家》2017年公布的“全球
银行业 1000强”榜单中按一级资本位列第
109位，较上年提升49个位次。

得中原者得天下。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一个个国家战略在中原大地落地生
根，叠加出新精彩。浙商银行发展与国家发
展同频共振，完善全国战略布局，落子中原自
然成为浙商银行打造最具竞争力股份制商业
银行的必然选择。

豫越南北，一脉相承。浙江和河南，既有
历史相承，也有产业融合，如今有70万浙商
活跃在中原大地，有50万在郑州，在郑中国
500强的浙江企业有11家，两省经济呈现出
大融合的新态势。

在这个时空的交集上，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应运而生。从一开始，他就担负着融通南
北、助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战略使命。

实业兴则金融兴，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
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成立以来，主动融入
我省战略布局，积极把握全省实体经济需求
和投融资重点，不断提升对产业结构调整、重
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

围绕总行与省政府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在自身负债余额较
小、整体资源较紧的情况下，积极协调总行倾
斜资源，优化资产投向，提升配置效率，不遗
余力加大资产投放力度。分行主动对接河南

省“十三五”规划，大力支持河南省重点建设
项目，积极支持涉及我省发展全局的战略项
目。

2017年，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报总行批复
授信 655亿元，累计为地方提供融资 460亿
元，其中累计投放表内外贷款98亿元。重点
支持了郑州航空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河
南黄河旋风等先进制造业企业，华英农业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交投等交通业，易
成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助力“三区一群”
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

综合服务
打造全资产经营战略高地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改革对金融行业
提出差异化服务的更高要求。基于此，浙商
银行提出全资产经营战略。

全资产经营战略的核心，是在服务实体
经济的全过程中，加强与银行同业、非银行金
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实现信贷市场、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的
统筹管理与集约经营，推动信贷类资产、交易
类资产、同业类资产、投资类资产的多元发
展，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

围绕全资产经营战略，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积极推动自身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努
力构建全链条、综合化投融资服务体系，通过
产业基金、结构化融资、投债贷票联动、并购
贷款、定向增发、托管等金融工具，积极为广
大客户提供全价值、全周期的金融服务。

2017年，在金融市场去杠杆和金融监管
趋严背景下，浙商银行郑州分行积极顺应企
业多元化融资需求，积极对接货币市场、信贷
市场、资本市场、同业市场等新型融资工具，
综合运用“商行+投行”、“银行+非银”、“表
内+表外”、“本币+外币”等方式，有效扩大企
业融资规模，较好地解决了信贷规模紧张问
题，多渠道支持企业做大做强。2017年，该
分行累计承销各类债券86.8亿元，其中购买
两期地方政府债券19亿元，位居股份制银行
前列。承销企业信用债券67.8亿元，承销总
量居河南区域金融同业第4位。在 2018年
前两个月，该分行选择最佳发行时机，承销发
行债券25亿元，有效降低了客户融资成本。
同时，搭建“同有益”金融交易平台，促进银行
机构、非银机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

智慧经营
建设有温度的银行

互联网加速了国内传统银行业的变革与
重生，智慧金融更是让人充满期待。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积极拥抱互联网，致
力于打造“有温度”的银行，拉近与客户的距
离，为个人客户提供财富管家服务。分行成
立以来，面向全省推出了智能存款产品添利
加，门槛低、定价灵活、天天计息、资金过夜即
有收益等特色服务受到客户欢迎；推出的一
站式投资理财服务平台“财市场”，在当地同
业率先实现了理财产品在线可转让；推出业
内首款个人池化授信融资产品“财富云”，开
启了个人财富管理“池化”时代，破解了客户
资产流动性缺乏难题；在同业率先实现ETC
信用卡现场制卡、激活、安装，并上线微信端
查询功能。同时，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还不断
丰富个人贷款、个性化定制卡等特色产品，推
出了1元消费、专车接送理财等增值服务，为
广大客户提供全新金融体验。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严格按照全国千佳、
河南百佳标准建设银行网点，突出人文关怀、
智能化服务，一站式解决客户需求。比如，在
网点设置智能综合柜台，在等候区使用沙发
替代椅子，在服务大厅启用智能机器人等，都
是该分行打造“有温度”银行的体现。

精准扶贫 热心公益

2017年2月21日，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开业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
进，企业高杠杆问题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债务规
模快速增长甚至出现流动性危机。如何让企业
闲置资产“转起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实
现“降杠杆、降成本、增效能”？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的“流动性服务+自金融服务”给出了一个很
好的解决方案。

“与传统银行不同，浙商银行不是简单为企
业提供贷款，而是建设池化融资、应收款链、易
企银三大平台，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服务和自金
融服务。”浙商银行郑州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企业流动性管理的“痛点”，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运用“互联网+”思维，依托三大平台，
推广资产池、票据池、出口池、至臻贷、超短贷、
交易宝等特色产品，有效盘活企业存量资产，能
够实现企业融资按日贷款、按天计息、在线交
易，方便快捷，有效服务实体企业降杠杆、降成
本、增效能。同时，大力推行减费让利，减免流
动性服务相关各类收费，真正帮助企业降成本。

截至目前，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资产池（票据
池）累计入池资产金额 160.20 亿元、余额 105
亿元，累计出池融资 174.83 亿元、余额 96 亿
元。为思念食品、新乡化纤、中源化学、郑州煤
矿机械集团、舞阳钢铁集团等182家省内企业
开通了资产池、票据池、出口池。依托三大平
台，累计发放超短贷645笔、45.4亿元，至臻贷
96笔、22.9亿元。在为企业盘活资产、提供定
制化融资的同时，累计为企业降低财务成本
6000余万元，流动性服务的品牌成为企业首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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