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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洛阳银行前身是洛阳城市合

作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

1998年 5月更名为洛阳市商业银

行，2009 年 3 月更名为洛阳银

行。自成立以来，洛阳银行铭记初

心、肩负使命，以参与者、践行者、

改革者、推动者的姿态，深度融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近年来，洛阳银行在洛阳市

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立足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抢抓外部发

展机遇，狠抓内部管理提升，持续

强化金融服务，有力地支持了地方

经济发展，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20 年前，洛阳银行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
生。20年来，洛阳银行既经历了起步的艰难和
生存的困境，也经历了危机化解后的重生和改
革发展的辉煌。无论在任何阶段，洛阳银行都
始终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进取，通过持续的改革
创新，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2008年，该行提出了更名、跨区域经营、增
资扩股并上市“三步曲”发展战略；2009年，洛
阳银行在省内城商行中首家设立异地分行郑州
分行；2011 年，洛阳银行正式启动上市进程。
2016年，洛阳银行制定了以“建设中原经济区
创新型银行”为发展愿景，以发展转型为主题的
五年战略。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洛阳银行实
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截 至 2017 年 末 ，洛 阳 银 行 总 资 产 达 到
2076亿元，存款1166亿元，贷款681亿元，实现
净利润 25.3 亿元，当年上缴各项税金 14.54 亿
元。在河南省内10个地市设立了分行，分支机
构数量达到 159家（含 45家社区支行），员工人
数2800余人。在深圳及洛阳栾川、孟津两县发
起设立了3家村镇银行，发起设立了1家金融租
赁公司，基本形成了覆盖洛阳全市、辐射河南全
省的服务网络及较为健全的产品体系。

成立之初，在当时金融业发展尚不充分的大环境
下，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单一存、贷、汇业务领域，洛阳
银行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金融业改革开放不断深
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以
及科技进步速度加快，经济系统发生着巨大的调整，大
大拓展了银行业发展空间。为适应行业发展趋势，洛阳
银行结合自身的定位与资源禀赋，积极推进发展转型，
向着综合化金融服务提供商的目标迈进。

业务体系不断健全。2000年，加入全国银行间市
场，正式开办货币市场业务；2001年，获得公开市场一级
交易商资格；2003 年，获得财政部国债承销商资格；
2004年，加入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2007年，发
售首期“财富宝”理财产品；2014年成功开办外汇业务，
顺利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尝试做市商资格；2015年成功
加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基础成员；2016年正式成为
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承销业务资格……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洛阳银行充

分认识到金融科技将对银行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刻改
变，积极拥抱互联网，坚持自主建设和外部合作相结合
的思路，推进互联网金融体系建设。完成互联网业务平
台建设，初步形成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
银行以及依托与第三方合作开展的快捷支付等互联网
金融服务体系；与外部先进机构合作上线微粒贷、微众
理财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丰富互联网金融产品体系。

推进综合化经营，提升总体竞争能力，洛阳银行于
2013年启动设立金融租赁公司计划。2014年 12月，洛
银金融租赁公司获准正式开业，成为全国第三家由城商
行发起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同时，在洛阳下辖栾川、
孟津两县以及深圳设立了 3家村镇银行，从单一法人银
行到拥有 5个法人牌照，由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迈向跨
区域、跨领域综合化发展的道路。

洛阳银行始终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密切
关注区域发展战略，围绕实体经济需要，科学制定信贷政
策，统筹金融资源配置，加强金融创新，提高服务效率，不
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金融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截至2017年末，洛阳银行服务“一带一路”相关项目23
个，贷款余额达到15亿元；服务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相关项目47个，贷款余额达到16亿元；服务河南自贸试验
区相关项目27个，贷款余额达到11亿元；服务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相关项目10个，贷款余额达到2.5亿元。

洛阳银行投向产业集聚区贷款余额28.31亿元，支持了
洛阳高新区、炎黄科技园、洛新产业集聚区等园区的建设。

与伊滨区、洛龙区、高新区、嵩县等洛阳地区的 8个县
（区）签订了合作协议，为各县（区）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支持。

加大对重点企业、骨干企业的服务力度。仅 2017年，
洛阳银行向中信重工、黎明化工院、高新热力等对地方经济
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企业累计授信突破 100亿元，助推企
业产品研发、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和扩大产能。

围绕“9+2”工作布局、“565”产业体系，主动调整信贷结
构，以信贷结构调整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仅2017年，累计投
向洛阳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贷款3.12亿元，投向战略新
兴产业贷款38.22亿元，投向文化旅游产业贷款3.30亿元。

发行 10亿元专项绿色金融债，加大对污染防治、资源
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服务力度，
绿色信贷余额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2017年，设立了全省首家军民融合科技支行，建立了
军民融合金融服务机制，开发了军民融合系列产品，助推我
市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

积极对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古城快速路、新310国道
改扩建、新街跨洛河大桥、洛宜快速路等重点市政项目均有
洛阳银行的身影。

发展普惠金融 提升群众获得感

打造精品市民银行。洛阳银行坚持以服务居民生活为
目标，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目前洛阳银行通
过柜面代收洛阳市90%以上的水、电及公交卡充值等事关
民生的公共事业业务。同时，大力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渠
道，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

推出儿童金融、老年金融、女性金融等特色服务，更好
地契合居民个性化需求；开发出添添得利、月月盈、“财富
宝”、余额理财等金融产品，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理财渠道。

从2015年起，洛阳银行加快社区支行布局，目前，已在全
省设立了45家社区支行，其中，洛阳区域24家。在社区支行，
居民不仅可办理存取款、理财、生活缴费等，还可享受代收快
递、复印打印、休闲娱乐等多项人性化服务，通过错时营业、金
融与非金融服务相结合等措施，扎根社区，融入社区。

2016年，洛阳银行启动了“大零售”战略的实施，其根
本目的就是打通各业务条线的区隔，通过多元化、综合化的
服务，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的服务水平。

打造中小微企业首选银行。小微企业是关系国计民
生、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为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质效，2008年洛阳银行成立小企业信贷部，建立了小微企
业服务专业团队，引进了德国 IPC技术，开发出“易融万家”
系列小微金融产品，为不同成长周期、不同行业、不同特征
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方案。2015年挂牌成立
了小微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进一
步提升小微金融专业化水平；2016年，将小微金融服务团
队下沉至基层支行，做大小微金融服务网络，着力让每个资
金需求者都能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为加大金融创新，搞好精准服务，洛阳银行相继
推出了“POS贷”“供应贷”“循环贷”“创业贷”“创业提升贷”“众
筹贷”“农业龙头贷”“房易贷”“订单贷”“税银贷”等一批针对性
强的金融产品，为小微企业的发展解了燃眉之急、后顾之忧。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急的问题，洛阳银行建立专属小微
企业的独立审批机制，采用分级授权、逐级审批等多项措施
提高审批发放效率。

强化金融扶贫，大力支持脱贫攻坚。成立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单独配置专项扶贫信贷资源，开辟绿色通道，创新
授信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带动、集体联动授信等方式，多渠
道、多手段加大扶贫贷款投放力度。近年来，洛阳银行均超
额完成地方政府当年下达的小额扶贫贷款投放任务。

推进普惠金融纵深发展。2018年，洛阳银行成立了普
惠金融部，搭建了普惠金融工作架构，建立了普惠金融工作
机制，统筹推进全行普惠金融工作。

热心公益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作为汝阳县三屯镇六竹村的帮扶单位，洛阳银行自2016
年与该村结为帮扶对子后，计划为六竹村投入资金50余万
元，目前已为六竹村修建村内道路、安装路灯；投入10万元启
动资金，帮助六竹村的贫困户种植天麻，发展扶贫产业；2018
年又投入15万元，帮助该村贫困户种植连翘等中药材，发展
集体经济；配置了垃圾清运车、垃圾桶，为该村治理环境卫生；
组织员工捐款每年资助一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对贫困户
进行节日慰问……通过持续帮扶，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发展
了集体经济，为该村2019年整体脱贫打下了良好基础。

认真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在行内坚
持开展各类慈善活动，通过持续引导，在行内形成了浓厚的
氛围，慈善工作逐步迈入常态化运行轨道。近年来，积极开
展“慈善一日捐”等公益活动，共捐款 30余万元。仅 2017
年，洛阳银行捐资100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帮助了200名
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联合洛阳市少儿图书馆在全市贫困
山区小学成立了11家“爱心书屋”……

近年来，洛阳银行通过自身的发展，不断反哺社会，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积极作为
助力实体经济

经过20年的发展，洛阳银行基本形成了较为健全的
服务网络和产品体系，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得到了大幅
提升，发展成绩得到了地方政府、社会各界的广泛肯
定。近年来，洛阳银行连年跻身河南省百强企业、中国
服务业企业 500强、全球 1000家大银行行列，多次被地
方政府评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位”“金融扶贫先
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自成立以来，洛阳银行紧紧围绕洛阳市委、市政府
战略部署，立足洛阳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把握金融业发
展趋势，不断拓展服务渠道，加强金融创新，提高服务效
率，增加金融有效供给，为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洛阳被赋予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
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带动河南发展新的增长极的战
略定位，洛阳市委、市政府围绕“加快建设副中心，打造
全省增长极”的宏伟蓝图，按照“四高一强一率先”的奋
斗目标，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全市经济发展呈现
出蓬勃向上的活力，这一方面为银行机构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对此，洛阳银行将经营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
有机对接，深入研究、主动对接，围绕实体经济需要，统
筹资源配置，持续增加贷款有效投放，全方位、多层次满
足洛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洛阳银行在注重“量”的同时，更加关注贷款结构问
题，围绕区域经济结构特点，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将金
融资源向区域发展战略、重大项目、重点产业、骨干企
业、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以及县域及小微企业等金融
服务薄弱领域倾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同时，发挥多牌照优势，拓宽资金投放渠道。洛阳
银行加强与洛银金融租赁公司的战略协同，充分发挥多
牌照优势，创新金融服务手段。

近年来，洛阳银行在洛阳区域的贷款余额长期居洛
阳市银行机构首位，切实发挥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下一步，洛阳银行将深入贯彻全国、全省和全市金
融工作会议精神，牢记使命，主动担当，按照洛阳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切实发挥好地方金
融主力军的作用，为洛阳市“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加快
推进“9+2”工作布局、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
决胜全面小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改革创新，
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2 坚持转型发展，发展基础不断牢固

3 坚持使命担当，服务力度持续加大

2012年 4月，洛阳市社会保险业务委托银
行办理正式启动，洛阳银行成为全市首家社会
保险业务委托办理机构

2014年 12月，由洛阳银行作为主发起行
发起设立的全省第一家金融租赁公司——洛银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2015年 11月 25日 世界银行成员机构国
际金融公司与洛阳银行签订女性金融项目合作
协议

在由洛阳银行作为主发起行发起设立的洛银金融租赁公司开仪式上，洛阳银行与一拖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洛阳银行与瀍河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洛阳银行加大资金投放力度，支持企业设备改造升
级。图为伊川电力投入使用的烟气电袋复合除尘装置

洛阳银行办公大楼

洛阳银行：转型发展主动融入 当好区域金融主力军

（本版图片由洛阳银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