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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余额 1652亿元，贷款余

额 1249亿元，小微“两增”贷款余

额突破 146 亿元，贸易融资突破

100亿元……今年一季度，洛阳银

行实现经营发展“开门红”。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从

“565”现代产业体系到“755”现

代产业体系，现代金融作为洛阳市

培育壮大的新兴产业之一，已成长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洛阳银行作为一家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

同时，结合自身高质量发展，让“壮

大洛阳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这一

金融业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逐渐

变为现实。

锚定宏伟蓝图，实现跨越发

展。洛阳银行落实中央、省委战略

部署和洛阳市委市政府要求，持续

优化金融服务生态，积极投身洛阳

都市圈建设，在服务地方经济、服

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等方

面，勇担当、敢作为，以实际行动助

力洛阳都市圈建设，以优异的成绩

为洛阳“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贡献自己的力量。

□田宜龙 王雪娜 潘纪新 廉珂

输送“金融活水”彰显金融担当 为实体经济增添动力

“今年年初疫情有所反弹，病毒核酸提
取试剂盒的订单猛增，当时由于自有资金
不足，生产设备少，跟不上市场需求，推掉
了不少订单。”洛阳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齐存森说，在获得洛阳银行贷款后，
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产品不仅满足国内
市场需求，还出口到希腊、韩国、津巴布韦
等国家，让“洛阳造”走出国门。

洛阳爱森生物科技“由危转机”的故事
背后是洛阳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与民营企
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发展普惠金融，
支持小微企业，洛阳银行找准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痛点，打通资金衔接瓶颈，
为企业发展壮大引来“金融活水”。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
服务是金融业的天职。洛阳银行将坚持以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
居民”为市场定位，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
济本源，充分发挥金融优势，助力企业做大
做优做强。

为响应国家政策，支持“双创”发展，洛
阳银行成立普惠金融部，开辟绿色通道，创
新授信模式。相继推出“税银快贷”“房易

融”“结算快贷”等线上产品，以及“创业贷”
“创业提升贷”“科技贷”等线下产品，优化
“商超快贷”等特色产品，拓宽普惠群体的
融资渠道，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
问题。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洛阳银行
坚决落实“六稳”“六保”部署，落实金融支
持复工复产工作要求，与企业共渡难关。

实行重点领域信贷计划单列，贷款投
放计划向重点领域倾斜。利用人行支小再
贷款、国开行转贷款15亿元，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针对客户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在贷
款到期后仍有融资需求但又临时存在资金
困难的问题，持续推行无还本续贷业务。

同时，洛阳银行还主动向政府平台借
力，提高服务质效。该行先后与洛阳市商
务局、财政局、金融工作局等部门对接，签
订《洛阳市出口退税资金池合作协议》，对
全市符合条件的外经贸企业提供融资支
持。

此外，与河南省大数据局对接，实现系
统数据直连，在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洛阳金融服务共享平台、信豫融金融服务

平台等政府性平台上发布贷款产品。开通
多种线上贷款申请通道，方便有需求的小
微企业随时随地申请贷款；积极配合人民
银行“百千万”行动计划和银监局“百行进
万企”调研活动，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民企活则经济活，民企兴则经济兴。
截至 2020年年末，全行小微“两增”贷款余
额 130.82 亿 元 ，完 成 全 年 信 贷 计 划 的
100.12%，“两增”贷款较年初增速 31.76%，
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速15.43个百分点。

厚植绿色理念，赋能产业发展。该行
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
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从
信贷政策制度、管理流程、业务创新、人员
培训等方面，不断推进绿色信贷业务发展，
加大对民生、环保、绿色经济等领域的金融
支持，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
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加大绿色金融
服务创新力度，重点支持有利于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企业技术改造和重要产品升级
换代的重点能效项目。截至 2020年年末，
洛阳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为 46.25亿元，较年
初新增6.18亿元，增幅达15.43%。

豫西伏牛山区、北汝河上游，“酒祖之
乡”汝阳县坐落于此。2020年 2月 26日，汝
阳县正式脱贫摘帽，走上乡村振兴之路。

“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走企
业、到田间、进村镇、访贫困户……洛阳银
行举全系统之力开展好精准扶贫工作，推
动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位，助力定点帮扶
村——汝阳县六竹村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顺利通过政府部门验收，实现脱贫摘
帽。金融扶贫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成为脱
贫攻坚的一大亮点。

据悉，自加入“3+1”扶贫小额信贷责任
银行以来，洛阳银行建立健全“一把手”总
负责、分管领导抓具体的金融服务体制机
制，综合运用各种金融手段助力脱贫攻坚，

通过持续投入资金、开展结对帮扶、发展经
济作物种植等方式，有效改善村容村貌，发
展集体经济，积极助力帮扶村整体脱贫。

2020 年是全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
年。洛阳银行创新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推
广“政府增信+贫困户”金融产业扶贫模
式。截至 2020年年末，该行累计投放扶贫
小额贷款3.8亿元，覆盖贫困户超过1万户，
顺利完成各阶段的金融扶贫任务。

日前，《洛阳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发布，全面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被写入该计划
之中。作为本土银行，洛阳银行始终高度
重视扶贫工作推进情况，认真贯彻各级政
府、各级监管机构的决策部署，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助力洛宁县苹果产业发展，是洛阳银

行助力乡村振兴的举措之一。在金融的助
力下，洛宁上戈苹果种植提供了土地流转
地租收入、务工收入、技术带动、单元包产
四大增收路径，带动8000余户农民收益，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主渠道。

同时，洛阳银行还积极服务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大力支持
域内特色农业开发，通过新增洛宁超越农
业有限公司 1500 万元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贷款投放，用于支持 2 万吨苹果气调冷库
建设，有效支持“三品一标”的产业化龙头
企业基地升级、产业链整合、精深加工的
发展。

迈入“十四五”，洛阳市把现代化
洛阳都市圈建设作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战场主抓手主平台。

洛阳银行紧紧围绕“三个强市、两
个高地、一个家园”发展规划，不仅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力度，还重点扶
持先进制造业、科创企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等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发展，大力
支持地方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
目建设，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洛阳都市
圈提供金融支撑。

根据省市关于洛阳副中心城市建
设的最新部署，出台《洛阳银行支持和
服务洛阳副中心城市行动计划》，按照
洛阳副中心城市金融服务中心的发展
新定位，将更多资源向副中心和洛阳
都市圈倾斜。全年新增洛阳区域贷款
117.84 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投放的
64.87%，较上年增长5.53个百分点。

坚持回归本源、扎根本土。紧跟
洛阳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积极对接
《副中心城市建设区域联动专班重点
项目表》和《洛阳都市圈建设 2021 年
度工作要点》，全面统筹行内各类业
务资源，围绕不同项目制定针对性、综
合化的服务方案，深度融入，加大服务
力度。

传统产业是洛阳产业结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截至一季度末，洛阳银行投
向洛阳市重点企业贷款余额221亿元，
支持了中信重工、伊电集团、万基集团、
洛阳有色矿业、洛阳宏兴新能化工等重
点企业，为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文旅融合加
快推进，擦亮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
方”城市名片。围绕重点领域，今年
一季度，洛阳银行支持自贸试验区洛
阳片区建设贷款余额 45.92 亿元；通
过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为旅发集团、
文保集团、龙门园区等全市重点文旅
企业，以及应天门遗址、洛邑古城、新
唐街等重点文旅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近 20亿元。

国有企业是洛阳经济发展的支
柱。洛阳银行先后与洛阳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洛阳高新热力有
限公司、洛阳市对外贸易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洛阳市西苑城市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洛阳旅游发展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合作，贷款余额 211亿元。

“作为洛阳本地银行，洛阳银行
始终牢记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
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润泽河洛大
地。”洛阳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
将继续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洛阳都市圈建设等为指引，
以建成有区域特色的优秀城商行为
战略愿景，从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
提供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为洛阳都
市圈和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搭建金
融“快轨”。

强化金融扶贫 践行社会责任 照亮乡村振兴之路

洛阳银行“牵手”洛阳市交通运输局，助力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

洛阳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甫实地走访企业

洛阳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
力地方经济建设

① 授信洛邑古城，助力文旅发展

② 授信中信重工,助力洛阳先进制造业发展

③ 支持洛阳轨道交通集团，支持洛阳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④ 授信文保集团,支持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应
天门景区

①① ④④

③

②②

洛阳银行落实中央、省委战略部署和洛阳市委

市政府要求，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助力

洛阳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文化繁荣，积极发挥金

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本版图片由洛阳银行提供

洛阳银行党委副书记孟国华，党委委员、副
行长吴晓丹参加该行服务营销大赛

洛阳银行党委委员、监事长孟红兵到对口帮
扶村六竹村走访

洛阳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邵强出席洛阳银
行与洛阳市教育局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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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金融担当 践行社会责任

洛阳银行助力都市圈打造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