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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土装备制造龙
头企业山河智能签订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 向其
授信5.6亿元； 携手湖南
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全面开展
支持政府采购业务中小
企业融资需求工作；与
湖南省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担保合作协
议》，助力构建全省银担
合作机制……在服务湖
南重点工程、 龙头企业
方面， 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主动作为的身影越来
越多。

七年创新创效，渤海
银行长沙分行坚持深耕
细作，与区域经济共同脉
动， 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 与百姓民生紧密相
连， 与广大客户精诚合
作，全力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在湘七
年，渤海银行长沙分行扎

根湖南、服务湖南、助跑
湖南，累计综合授信过千
亿元，累计信贷投放超过
700亿元。

在自身发展壮大的
同时，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始终以服务地方实体经
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
社会大众为己任，以精益
管理理念努力构建精准
化定位、 精致化服务和
精细化运营， 加大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生态环保、 棚户区改
造等重点项目的支持力
度，把高端制造、新一代
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资
金投放的重中之重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
水”， 助推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了信贷资金投
放与国家、地方经济发展
的合拍共振。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入湘七周年

不忘初心践使命 担当实干促发展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始终
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有机统一， 积极投身社会公
益，践行社会责任：组织全行
员工对10名唇裂患者捐款4
万余元；赴沔渡镇学校、莲花
镇双枫中学开展公益助学活
动； 赴长沙第二社会福利院
开展公益爱心捐赠， 共捐赠
彩电、空调、儿童玩具等价
值 10万余元的爱心物资；
组织“每办一张奇妙卡，渤
海分行将向公益事业代为
捐助十元 ”活动；开展“渤
爱成长·圆梦行动”慈善公
益活动， 为社区50岁以上
中老年居民培训必要的紧
急自救技能、 发放急救医疗
包……

七年普惠金融， 渤海银
行长沙分行围绕“最佳体验
的现代财资管家” 发展愿
景，持续完善多层次的综合
金融服务体系，坚持从心出
发、用心服务，成为服务千
家万户的大众银行、便民银
行和精品银行，该行2016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
评价结果评为一级，该行营
业部荣获全国银行业“雷锋
岗”称号。

回首过去， 渤海银行长
沙分行走过了不凡的历程；
展望未来，分行将迎来崭新
的发展时代。未来，分行将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
忘初心践使命， 担当实干促
发展， 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
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
改革三项重点任务， 立足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强化
党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转
型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七载情，向明天，再出发。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始终高度重视党建工作，
以《准则》和《条例》为依
据，用“四个意识”来衡
量，整体把握分行政治生
活状况。

分行成立了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小
组，层层签订党建工作责
任书；党委成员联系基层
党组织帮助基层解决党
建问题，着力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环境；细化
任务清单， 下发履职手
册，建立党建工作日记式
台账， 全程纪实管理，督
促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做
实党建工作；深入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参加主题
宣讲、 开展集中学习、撰
写心得体会、组织主题党
日活动、 组织学习测试，
掀起学习十九大热潮。

七年同心协力，渤海

银行长沙分行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积
极应对内外部新形势新
挑战， 以党建促发展，各
项工作稳中求进取得新
成效。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已成为渤海银行长沙
分行各条线、各部门的业
务骨干，在各自岗位上履
职尽责， 发挥表率作用。
比如 ，2017年抗洪抢险
期间，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赶赴一线慰问值守干部
群众，并积极参与防汛抗
灾工作。 据了解， 该行
2016年有1人当选为长沙
市人大代表、1人当选为
长沙市天心区人大代表、
1人当选为长沙市天心区
第五届政协委员、1人当
选为常德市武陵区政协
委员。

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

七年峥嵘岁月，七年砥砺前行。
2017年12月26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迎

来扎根湖湘的第七个年头。2500多个日日夜
夜，见证了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同心筑梦的磅礴
力量，抒写了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奋进疾行的新
篇章。

七年坚守，七年突破，打基础、调结构、增
实力、谋发展，展示了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追逐
“中国梦”的精彩历程。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夏葳 熊芳

总部位于天津的渤海银行大厦高耸入云。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充分发挥企
业文化的引领、 教育和提升作用，通
过多种形式夯实员工思想道德基础，
为分行经营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该行帮助员工实现职业生涯规
划，在职业发展、文化融入、工作幸福
指数方面， 为员工创造有利条件，让
每个有上进心的员工都有施展的舞
台；加强员工培养，强化培训课程设
置与学习考核，全面提升员工综合素
质，引导他们实现自我价值；鼓励员
工创新争优， 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以
实实在在的真实业绩分享分行成果；
组织开展讲座、演讲比赛、兴趣小组

等文化活动，让“客户为先、开放创新、
协作有为、人本关爱”的企业文化入脑
入心，增强全员凝聚力和战斗力；倡导
快乐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不
断丰富员工业务生活， 让员工学会把
快乐的情绪融入到工作中去， 营造积
极向上、健康活泼的良好氛围。

七年携手共进,�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家园文化氛围愈加浓厚， 该行员工
在总行2017年“明星大堂经理”业务竞
赛中获得第一名，荣获2016年度“湖南
省金融职业道德建设标兵”、“湖南省
金融优秀工会工作者”和“湖南省金融
和优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探索新型服务模式，着力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 该行持续推进流
程再造，深化金融科技应用，不断提
高业务自动化水平和处理效率；积
极推进网点智能化建设， 大力开展
专业化产品和渠道创新， 提供丰富
的产品序列； 充分运用互联网渠道
开展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探索直销
银行发展模式； 扎实进行服务创新，
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导向，不断提高

客户服务质量。
七年耕耘布局， 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立足长沙，辐射湖南，从开业之初的
一家营业网点发展到如今拥有3家地
市行、3家同城支行、5家社区支行，基
本完成机构网点全覆盖服务体系。同
时，该行围绕“最佳体验的现代财资管
家”发展愿景，完善多层次的综合金融
服务体系，坚持走普惠金融发展之路，
成为服务千家万户的大众银行、 便民
银行和精品银行。

在加强风险管理的道路上，渤海
银行长沙分行正持续打造全面全员
全流程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底线
明确、上限打开、分类管理、动态调
整”的授信政策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风险管理制度； 积极推进实施审批
专业化分工，严把授信准入关，加强
集团客户审批管理， 防范集中度风
险；完善分行授权规则，进一步优化
因客授权、专项授权的运行机制，强
化授权执行情况的监测与检查；不
断推进信息系统建设， 强化对授信
审批数据的跟踪分析，扩大预警信息
扫描范围，细化监测指标，不断优化
预警系统·····

七年持续发展， 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不断完善矩阵式垂直独立的风险管
理体系， 实现了风险管控与业务的相
互分离和制约， 在实现各项业务快速
稳健发展的同时确保了资产质量稳
定， 赢得了各级政府的高度评价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在全国银行业第五届“好分行”评
选活动中，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荣获
“最具创新精神分行”奖。在湖南金融
博览会银行业评选中，渤海银行长沙
分行荣获“最具创新能力银行”奖。此
外，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还荣获长沙金
融服务节最佳金融服务奖、最佳金融
品牌奖。

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抓好抓实家园文化

强化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