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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跬致千里， 聚流成江
河。 从1997年到2017年，20
年风雨兼程，20年春华秋实。

在湖南，无论是解省、市
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的
燃眉之急， 还是济全省中小
微企业的断炊之困， 长沙银
行都是“领头羊”。

地方经济与地方金融是
水乳交融、相伴相生、共荣共
生的关系。 长沙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朱玉国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坦露，湖湘经济孕育了
长沙银行，长沙银行也深深地
根植湖湘， 通过总部效应、杠
杆效应、倍数效应，发挥了强
劲的金融引擎和金融调控作
用， 有力推动了湖湘经济发
展、产业集聚和民生改善。

使命在肩，步履所达，回
忆起助力地方经济建设，朱

玉国如数家珍， 每轮地方重点
项目建设大潮中， 长沙银行都
积极响应，从最早的五一路、湘
江大道、 霞凝港到现在的梅溪
湖、洋湖，累计支持政府重点建
设项目300多个，对地方建设信
贷投入超过2000亿元； 从常德
的海绵城市到株洲的动力谷，
从张家界全域旅游到详细的精
准扶贫， 从全省棚户区改造到
高速路网再到轨道交通， 长沙
银行逐步发展成为湖南政务融
资服务的主要银行和湖南基础
设施建设的主导银行之一。

此间， 作为湖南本土首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 其在扶持中
小企业、推动“富民强省”和“兴
工强市”中勇当前锋，为中小企
业量身定制特色融资方案，推
出了“财富通道”系列产品、“商
贸流通金融”、“产业链金融”等

信贷品牌。
2012年， 长沙银行小微金

融服务再度升级， 成立中小企
业部和小企业信贷中心， 推出
针对100万元以下微贷业务的
“长湘贷”产品，在省内首创“无
抵押”信用贷款模式，并推广至
全省各市州， 逐步实现市场定
位的细化和业务结构的转型。

如今，“长湘贷”与“网商流
水贷”、“税e融”等产品一起，成
为了长沙银行支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主力军，该行中小
微企业贷款已占到全行贷款的
70%，到2017年4月末余额超过
900亿元，服务的小微企业达到
12万户， 其中涌现出了像三诺
生物、 山河智能等一批现在的
龙头企业、上市企业，也出现了
“松桂坊”、“蒸浏记” 等一批新
兴的创业企业。

从30亿到4000亿，长沙银行书写传奇
成为湖南最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举办20周年行庆，捐资3200万教育扶贫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三湘
大地上， 一批批传承着敢为
人先、 勇于开拓理念的企业
快速成长、加速崛起，而长沙
银行无疑是其中标杆。

1997年5月25日，长沙
银行20年不平凡道路正式
开启。 一组数字清晰地反映
出长沙银行20年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截至4月末， 长沙银行
资产规模从成立之初的
29.83 亿 元 到 4066.50 亿
元，增长136倍；存款总额从
21.58 亿 元 到 3056.35 亿
元，增长142倍；授信总额从
16.48 亿 元 到 2376.18 亿
元，增长144倍。综合实力位
列“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第221位，“全球银行1000
强”第373位，资产总额位列
全国省会城商行第5位，是
湖南最大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获评“最具发展潜力城市
商业银行”称号。

资产规模从不到30亿
元，到突破4000亿元，成为
湖南最大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 这无疑是一场华丽的蜕
变。透过长沙银行20年的奔
跑轨迹， 我们不仅能触摸到
经济跳动的时代脉搏， 更能
感受到长沙银行勇于争先、
砥砺前行的发展正能量。

5月25日，长沙银行“智
青春 更快乐”20周年教育扶
贫公益项目启动会在长沙举
行， 长沙银行宣布将捐资
3200万元慈善基金用于教
育扶贫。 副省长向力力等领
导出席庆典。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滕江江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
信步。度过了“黄金十年”的中
国银行业，跟随经济下行脚步
进入转型阵痛期。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定调，以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响起号
角。供给侧改革对金融业提出
了明确要求，即坚持服务实体
经济的基本方向、提高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在此背景下， 长沙银行
及时把握契机，推出“智慧金
融、县域金融、绿色金融、科
技金融”四大特色战略品牌：
提升客户体验的快乐指数，
发展智慧金融； 为补齐湖南
县域经济短板， 推动县域金
融、普惠金融；为了美丽湖南
的建设，发展绿色金融；为了
服务湖南的双创事业， 支持
长沙市打造智能制造中心、
创新创意中心、 交通物流中
心，发展科技金融……

长沙银行背后的发展逻
辑日渐清晰———其逐步改善
信贷结构，将信贷优先投入到
绿色产业、文化产业、科技产
业等新兴产业及政府扶持的
产业， 发挥资金引导作用，助
推产业结构优化，在服务实体
经济、 助力供给侧改革的同
时，实现自身创新发展。

同时，长沙银行针对金融
服务需求不断增强的市场趋
势， 在全国独树一帜地提出
“快乐银行”全新理念，开启了
以客户为中心的品牌战略升
级行动。

在朱玉国看来，每一笔存
款、贷款、理财、支付其背后，
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
团队的安居梦、小康梦、成才
梦、创业梦、事业梦，都是追逐
梦想的那份幸福、愉悦、快乐，
快乐是客户对于服务的终极
诉求，让客户快乐是长沙银行
的至上理念，打造“中国最快
乐的银行”， 必然成为长沙银
行的战略新方向。

20年精耕细作取得的硕
果有目共睹， 但2017年外部
环境依旧存在不确定性。朱玉
国表示，长沙银行将不断强化
责任担当、砥砺前行，确保实
现“三年翻一番、十年过万亿、
领跑中西部、 挺进十二强”战
略目标，打造湖南第一、全国
领先的金融控股平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从0到1，是创造，
是挑战；从1到N，是锤炼，是
升华。血脉里流淌着“湖南精
神”的长沙银行，必然将踏着
“十三五”规划的节拍，继续书
写“快乐银行”传奇。

对湖南人来说， 长沙银
行的重要性更显现在日常生
活的时时处处便利里。

“芙蓉卡跨行取款0手续
费”在同业率先推出，累计为
用户节约跨行取款手续费逾
2亿元； 其肩负着长沙地区逾
400万人的低保、医保和养老
保险业务存量客户，占据了长
沙人口的大半壁江山；2015
年，其为居民开户办理的社保
卡逾180余万张，堪称最亲密
接触湖湘居民的本土银行。

无论是对低保、 医保等
“吉祥三保” 的普惠金融支
持，还是对客户的便民金融，
长沙银行都更接地气、 更有
感情、更讲社会责任，发挥了
地方银行、 市民银行、“湖南
人主办的银行” 不可或缺和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真正做到“湖南人

的主办银行”，近年来，长沙银
行依托新设机构、社区银行、助
农取款点的布设， 加快机构布
局和业务延伸拓展， 勇于向同
业较少涉足的县域乡镇延伸金
融触角。

事实胜于雄辩。 朱玉国介
绍，“目前长沙银行已经实现了
湖南市州的全覆盖， 下一阶段
也就是明年我们希望实现县域
的全覆盖， 再下一阶段希望能
覆盖到20%的乡镇， 和10%的
行政村”。

坚持履行社会责任， 长沙
银行一直积极投身精准扶贫。
在贫困县域， 长沙银行下达了
当地县域支行“贫困户贷款增
速要高于农户贷款平均增速的
硬指标”，要求结合当地精准扶
贫政策，制定金融帮扶方案。先
后提供精准扶贫类贷款7.76亿
元， 个人精准扶贫类贷款1012

笔，5622万元。
对此， 朱玉国的承诺掷地

有声，“未来， 长沙银行将继续
秉承服务地方、服务中小、服务
居民的办行宗旨不动摇， 继续
在地方经济建设、 实体经济发
展、 城乡居民生活三大方面持
续发力，以更大的力度，更好的
方式， 更优质的服务践行办行
宗旨，服务湖湘大地”。

在企业发展取得长远进步
的同时，20年一路走来，长沙银
行始终不忘“企业公民”身份，
致力于将“快乐银行”的企业文
化基因倾注于公益事业当中。
在5月25日行庆发布会当天，长
沙银行宣布将捐资3200万元慈
善基金（湖南省慈善总会2000
万元， 长沙市慈善会1200万
元）， 携手湖南省慈善总会、长
沙市慈善会， 重点推动教育事
业发展，关爱青少年成长。

“输血”2000亿元，勇当金融湘军先锋

讲责任、有感情，做湖南人的主办银行

四大品牌绘就蓝图，
快乐银行书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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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向湖南省慈善总会捐赠项目资金2000万元，将用于5年修缮提质改造学校100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