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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唱大风 砥砺奋进谱新篇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4月29日，湖南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先
进表彰大会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以下简
称湖南邮储银行） 捧回了中国工人阶级最高奖项——
—
“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沉甸甸的荣誉
背后，映照着7600名湖南邮储银行人创新进取、不懈奋
斗的闪光足迹。自2007年12月挂牌成立至今，湖南邮
储银行始终坚定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
居民的市场定位，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
截至2021年3月末， 湖南邮储银行累计向全省投
放资金9600亿元，各项存款5566亿元，各项贷款2478
亿元，分别排全省国有银行第3位、第5位，信贷资产不
良率、不良额水平优于省内国有大行，成为“筑梦兴湘”
不可或缺的金融“
主力军”！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熊文娟 晏鄂龙 杨伊媛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营运办公楼。

砥砺前行勇当先，
绘“三高四新”新蓝图

邮储银行提供融资支持的北港长河渔光互补项目。

戮力同心共奋进，注入“三农”服务“新动能”
“
真的太方便了，以前要贷款
得来县城跑好几趟， 现在只要在
手机银行操作几步贷款就审批通
过了， 真的很便捷。”2020年2月，
岳阳湘阴县杨林寨乡特色种养殖
基地一种植大户廖先生， 在线申
请邮储银行“极速贷”后，不到十
分钟便获得信用贷款30万元。
对村民来说，山再高，路再
远，都有湖南邮储银行的贴心服
务在身边。
作为一家定位于服务“三
农”、 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的大
型零售商业银行，湖南邮储银行
积极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自
觉承担“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
普惠金融服务责任。目前，湖南
邮储银行80%以上的网点在县
及县以下农村地区，成为一些偏
远地区唯一的金融服务机构，将
普惠金融的触角伸向三湘四水
的“最后一公里”。
一组组数据，见证湖南邮储
银行走得平稳而深远的服务“三
农”之路。在湘西州保靖县，创新
开发出全国首个以地名命名的
小额信贷专项产品——
—“保靖黄
金茶专项 贷款 ”， 放 款4320万
元，助推“茶叶”变“金叶”；2018
年至今， 湖南邮储银行在全省
40 个 脱 贫 县 投 放 金 融 贷 款 超
400亿元，全辖83个机构向90个

扶贫点派出驻村扶贫工作队68
支，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贡献
了金融力量……
金融，国之重器，经济血脉。
当“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
转移”， 湖南邮储银行以时代瞭
望者身姿，“察人之未察”， 率先
于2016年全面发力， 以实干为
笔，以初心为墨，一笔一画，绘制
乡村金融新蓝图，打造乡村金融
新生态。
长期以来，湖南邮储银行坚
持“地域差异化、产业特色化”的
经营思路，力求为长尾客户提供
便捷有效、可获得性高的融资服
务。例如，针对“三农”缺乏有效
抵押物，小微企业、农户缺乏信
用信息等问题，湖南邮储银行结
合“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创新
开发烟草贷、养殖贷、民宿贷、茶
农贷， 累计支持特色产业项目
140多个。至2021年3月末，湖南
邮储银行涉农贷款结余达778.5
亿元，服务农户超90万人次，涉
农贷款投放保持同业领先。
“
在支持乡村振兴上，邮储银
行有基因、有资源、有优势、有愿
景、有使命。”湖南邮储银行党委
书记、行长刘宏海表示。目前，湖
南邮储银行正打出信用村建设、
科技金融等系列“组合拳”，谱写
助力全面乡村振兴的新乐章。

邮储银行信贷客户经理深入田间地头服务“三农”客户。李健 摄

“小微”红利溢三湘，金融“活水”打通发展“梗阻”
“小 微 企 业 支 撑 着 就
业的基本盘。小微活，就业
就 多 ， 经 济 才 活 。”3 月 24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共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
具， 对帮助小微企业渡难
关、保就业保民生、稳住经
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既
是湖南邮储银行履行国有
大行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
更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 践行普惠，服
务小微，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的生动体现。
2020年初， 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许多小微企
业措手不及，搅乱了原本的
经营和资金安排。 彼时，汉
寿县支行党支部在得知疫
情防御物资保障单位——
—
湖南晟泰化工有限公司缺
乏购买原材料资金后，立即
成立党员服务小分队，仅用
时三天便完成了调查、上
报、审批、放款全流程，真正
跑出了邮储“加速度”。
真抓实干显担当，危难
时 刻 见 真 情 。2020 年 抗 疫

期间，湖南邮储银行加大小
微企业、三农、消费客户展
期、 延期还款和停息力度，
累计风险缓释8.73亿元。全
力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累
计发放疫情防控及企业复
工 复 产 相 关 贷 款 12.66 万
笔，金额703.48亿 元，累 计
捐款捐物超40万元。
此外，针对小微企业融
资的“痛点”和“难点”，湖南
邮储银行构建“小微普适”、
“民生金融”、“政银合作”、
“双创金融”四大产品体系，
形成了强抵押、 弱担保、纯
信用的全产品序列， 实现
“T+0”快速无接触融资，让
客户足不出户即可体验优
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截至
2021年3月末，累计投放小
微易贷3604笔， 金额19.55
亿元。
为了提升普惠金融的
竞争力，解决银行普遍存在
的贷款程序复杂、审批周期
过长等问题，该行优化作业
流程，不断提高对贷款需求
的响应速度，取得了显著效
果。湖南邮储银行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时限已缩短至14
个工作日，综合一次性通过
率提高至31.35%。

3月上旬，湖南省金融服务“三高
四新”战略座谈会上，21个重大项目现
场签约，奏响了实施“三高四新”战略
首战之年的强劲序曲。其中，湖南邮储
银行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签约80亿元，彰显出邮储人“紧跟重
大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一贯担当。
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离不开金
融活水。过去，人们只知道邮储银行在
零售、三农、小微方面有独特优势；现
在，越来越多的民生领域，都有了邮储
银行俯身服务的身影。2015年4月，邮
储银行总行与湖南省政府签订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5年内将向湖南省投放
贷款2000亿元。 自协议签订至今，该
分行已累计投放各类贷款6860多亿
元，累计投放地方债450亿元，支持了
湖南高速、铁路、城市棚改、轨道交通、
重要战略新兴产业和三一重工、 中联
重科、华菱钢铁等省内重点企业发展。
借助湖南邮储 银 行的 金融 服 务
网，创新科技贷、军民融合贷、上市贷
加快向创新型公司延伸。截至2021年
3月末，向科技型企业投放信贷资金近
595亿元，余额近129亿元。推进投贷
联动，解决科创型企业轻资产的痛点；
搭建上市服务同盟团队，积极“引水入
湘”，以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助力湖南
“两个倍增”。
借助湖南邮储 银 行的 金融 服 务
网，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雏形逐
步显现。 主动融入湖南省自贸区建设
进程，通过跨境担保、外币债券投资、
外币贷款等产品支持省内客户对接
“一带一路”。 着力开展外汇收支便利
化政策落地和跨境人民币的运用，进
一步提升跨境支付结算效率。 帮扶中
小企业客户有效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湘江之滨，浪激潮涌。新时代正阔
步走来， 湖南邮储银行人将发扬为民
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
斗老黄牛的精神， 以实际行动融入湖
南“三高四新”战略，助推现代化新湖
南发展， 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交上优异成绩单。
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向着朝
阳出发， 湖南邮储银行将驶向辽阔的
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