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伟宏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副行长

丁士杰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风险监控官兼副行长

张文涛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副行长

上榜理由：面对新时期
社会经济和经营环境的深
刻变化，他围绕战略转型目
标，以“战略引领、机制引
导、突出效益、持续发展”为
指导方针，不断更新经营理
念，创新发展模式，持续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拓
展与客户沟通交流的平台，
坚持风险、规模、效益相统
一，推进业务又好又快发
展，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新成效。

上榜理由：他带领浙商
银行郑州分行风控团队，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持续深化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回
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积极拥抱新技术、新行业、新
业态变化，以专业化授信政
策引领业务发展，以平行作
业推进业务流程扁平化，为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打造“好
银行”提供坚强保障。

上榜理由：他带领浙商
银行郑州分行对公团队，结
合全资产经营战略与河南
聚焦实施国家战略规划契
机，开展智慧经营，创新推
广资产池、票据池、出口池、
易企银、至臻贷等流动性金
融服务，助力企业降杠杆、
减成本，在河南市场创立了
浙商银行流动性金融服务
品牌。

王萍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副行长

上榜理由：她以“打造
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为战略
目标，大力推动转型创新：

“阳光理财”以自营理财为
主，线上线下相融合，相继
推出“新客理财”等创新理
财产品；“阳光财富”方面，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解
决方案”；“私人银行”业务
方面，为客户及家族制定包
括资产保值增值、财富风险
隔离、财产分配等全方位定
制金融方案的服务项目。

上榜理由：2018 年以
来，他带领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充分发挥中信集团“跨市
场、全牌照、全流程”的综合
服务优势，大力支持地方实
体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
9月末，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合并人民币自营存款时点
余额1437.2亿元，总量居全
行第 7 位；各项贷款余额
1389.6 亿元，新增141.4 亿
元，总量和增量均居全行第
7位，成绩斐然。

方萍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刘健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上榜理由：2018年带领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坚持“稳
中求进、稳中有为”的总方
针，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持续提升的良好成绩。截
至11月末，郑州分行绿色金
融融资余额达171亿元，较
年初新增55亿元；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68.14亿元，同比
增加22.47亿元；共承销债
务融资工具人民币 111 亿
元，发行总量位居河南省全
市场前列。

边松风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上榜理由：在他的带领
下，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充分发
挥平安集团全牌照金融优势，
坚持总行“科技引领、零售突
破、对公做精”的核心经营战
略，支持河南基础设施、能源、
交通、物流、文化旅游建设；全
面推广智能化网点及金融平
台建设；认真落实平安集团

“三村工程”，帮助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借力互联网科技优势
为中小微企业打造数据化、生
态化网络融资模式，大力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

上榜理由：2018
年，农行河南分行以支
持河南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为己任，以服务打好

“四张牌”、打赢“四大攻
坚战”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重点支持
政府主导的重大项目和
民生工程，加大“三农”
县域和精准扶贫支持力
度，进一步提升金融服
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能
力和水平，多次受到省
委省政府、农总行的高
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董玉华 农业银行

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游翔
焦作中旅银行行长

上榜理由：他极具创新
能力，带领焦作中旅银行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金
融服务之路；他把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相
结合，创新金融产品，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在其带领下，
焦作中旅银行注册资本50
亿元，资产总额800亿元，资
产、负债、贷款、存款增速均
位居河南省5家城商行榜
首。2013～2018 年 11 月
末，累计纳税29.47亿元，跃
居焦作市金融机构之首。

何方恩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上榜理由：在他的带领
下，河南中行以国有大行的
责任担当，全力支持河南经
济社会建设；坚决贯彻中央
决策部署，加大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全力服务脱贫
攻坚；充分发挥中银集团全
球化、综合化优势，为省内企
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

“一揽子”跨境金融服务，为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贡献中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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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河南省分行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点、
热点、短板领域，多策并举
持续加大金融支持河南实
体经济发展力度。助保贷、
税易贷等平台助力民营企
业，目前已覆盖全省18个
市地，率先推出全流程线上
自助贷款——“小微快贷”，
计划未来3年支持小微企
业6万家，发放“小微快贷

“300亿元。

曾宏志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上榜理由：他聚精会神
抓党建，推动党风行风更加

“山清水秀”，培育“员工与
企业共成长”文化，以“创造
五个比较优势”经营思路践
行“最佳体验的现代财资管
家”发展理念，使郑州分行
连续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系
统内综合考核排名第一，贯
彻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坚
持高质量发展总基调，在支
持国家区域战略、防控金融
风险、推广绿色信贷等方面
均取得新成效。

崔泽军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

上榜理由：近年来，他带领
经营团队，紧紧围绕中原信托
核心竞争力建设，坚持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初心，扎根河
南，面向全国，发挥信托本源
价值和制度优势。十余年来
中原信托本着“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竭诚为客户
提供优质、高效的资产管理和
财富管理服务，截至2018年
11月末，累计管理信托财产
7246亿元，分配信托收益6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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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英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王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屠佳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

上榜理由：在她的带领
下，中荷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2018年在坚持合规先行的基
础上，稳健发展业务，保费规
模稳步上升；鼓励员工依托公
司“更轻松”的保险服务理念，
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从
工作点滴着手，高质量、高效
率地服务客户。在其带领下，
该公司积极投身各种公益事
业，在中原沃土上为其精品合
资寿险公司的品牌形象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榜理由：面对2018
年整体保险行业竞争高度激
烈、监管规范要求趋严的多
元环境，他以严谨务实的工
作作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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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业务团队不断达成
目标；同时积极投身“慰问抗
战老兵”等爱老慈幼公益活
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杨相东
富德生命人寿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上榜理由：凭借丰富的
保险行业从业经验和前瞻性
眼光及判断力，他带领富德
生命人寿河南分公司保持着
高速发展态势，2018年该公
司实现了规模与价值的双增
长，保费规模持续增长，价值
保费不断提升，市场份额稳
步提高，各项指标持续攀升，
主力机构地位日益彰显，努
力把河南分公司打造成为

“行业领先，系统标杆，客户
满意”的优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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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
支持实体经济社会责任金融品牌

品牌篇·银行、信托类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上榜理由：以国有大行的责任担

当，全力支持河南省实体经济发展，
近5年累计投放本外币公司贷款逾
4500亿元。发挥中银集团优势，为
省内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跨
境金融服务，累计为省内企业提供跨
境直接融资40亿元。累计帮扶困难
企业200余户，稳定授信金额近150
亿元，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上榜理由：扎根中原三十年，一

直致力于支持河南实体经济发展。
为更好支持河南民营经济发展，该行
成立普惠金融管理委员会、普惠金融

事业部，并出台了一系列方案制度，
从稳预期、改机制、拓渠道、腾资源、
减肥让利等五方面入手，运用“组合
拳”支持小微企业、民营经济。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上榜理由：该行牢记“真诚服

务共同兴业”的办行使命，为大型
企业创新直接融资方式。2018 年
通过发债等方式为永城煤电控股
集团融资50多亿元，为平煤股份提
供 9.7 亿元绿色债，同时推动省内
优质企业开展标准化债券融资服
务；截至 2018 年 9月末，其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51.21 亿元，同比增加
13.79亿元。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上榜理由：该行弘扬“客户为尊、

服务如意，员工为本、诚信如一”的服
务文化，以“走进新时代、创造新体
验、树立新形象”为主题，持续深入开
展服务效率提升等十大行动。2018
年，该行打造总行级五星网点8家，中
国银行业协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
范单位5家。

农行河南省分行
上榜理由：该行具有服务网点

多、服务区域范围广、服务渠道强等
优势，形成了效率高、覆盖广、全天候

的服务体系。2018年围绕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三农”县域、精准扶
贫和普惠金融等工作，重点支持政府
主导的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进一步
提升服务能力，提高客户满意度。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
上榜理由：2018年以来，该行以

打造中原地区“最佳客户体验银行”
为目标，以“礼仪”“专业”“价值”为服
务追求，以“服务文化”建设、“感动服
务场景化”“微创新+0.1精益改进”为
抓手，针对客户触点的每一个环节，
为客户提供最新最好的金融服务。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
上榜理由：招行始终坚持“因您

而变”的经营服务理念，其业务发展
和经营特色也深得国内外机构的认
同，2018年首获“亚太区最佳零售银
行”大奖，这也是中国银行业首次获
评该奖项。郑州分行始终以负责任
的银行为目标，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提高服务质量。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
上榜理由：秉承“一旦选择，终身

相伴”的品牌主张，创新服务实体经
济模式，在传统信贷业务、资本市场
业务、金融市场业务、个人财富管理
等领域，为客户提供最佳的综合金融
服务方案。分行目前建立了类型广
泛、品种丰富的个人理财产品体系，
自发产品在收益能力和风险管理能

力上表现稳健。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上榜理由：该行秉承总行“科技

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的方针
策略，使零售业务和对公业务均取得
转型突破。落实集团“三村工程”，
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借力互联网科技
优势为中小微企业打造数据化、生态
化网络融资模式，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

焦作中旅银行
上榜理由：2015年更名以来快速

发展，截至2018年11月末，该行注册
资本50亿元，资产总额756亿元，实
现焦作6县5区全覆盖。近年来一直
围绕“打造特色化一流银行”愿景目
标，向中国旅游金融专家和中国旅游
金融标准制订者的目标努力。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上榜理由：工行e-ICBC战略自

2015年实施3年多来，基本完成了在
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三大领域以
及支付、融资、理财三大产品线的业

务布局。2018年，工行在个人金融客
户服务方面全面推进“八位一体”工
作布局和多场景应用，为客户提供全
面、便捷、安全、高效金融服务全新体
验。

上榜理由：杨红英
2018年8月履新交行河南
省分行，围绕总行“三大任
务、三大目标、三大重点”
以及“三增三降”工作要
求，加快业务发展，推进队
伍建设，带领交行河南省
分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
展。她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严格落实基层联系点
制度，将高质量调研成果
作为支撑决策的重要依
据。

2018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
优质服务银行

2018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
值得信赖金融品牌

2018中国金融业（河南）年度
优秀互联网金融品牌营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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