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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江江

拥抱民生， 是地方银行天
然的使命担当， 也是超越政务
平台业务走向广阔天地的必然
选择。 各级政府以智慧政务、智
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治理能力
提升，教育、医疗、环保、水利以
及水电煤气等领域全面覆盖、
更新换代的巨大需求， 都是长
沙银行要率先服务的对象。 同
时， 在这些重大和基层民生项
目的末端， 链接着无数居民百
姓和中小企业， 要以地方银行
的务实、快捷和执着，在 G 端、
B 端和 C 端客户间架起金融生
态的桥梁，让更智能、更有温度
的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疫情

期间， 该行打出战疫组合拳，先
后出台暖心助企九条、民企融资
27 条， 全力推动中小微贷款增
量、扩面、降费，通过人行专项再
贷款为重点防疫企业发放优惠
贷款，投放金额在湖南省法人银
行专项再贷款额度中占比超
50%， 对中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为实体经济加快复苏贡献金融
力量。

2020 年全年， 长沙银行为
71 户重点防疫企业发放 26.34
亿元专项再贷款，为 1674 户小
微企业发放 13.69 亿元支小再
贷款， 位列湖南法人银行之首。
发行全国首单 15 亿元小微金
融债、全省首单 20 亿元双创金

融债，成功发行第二期小微金融
债 40 亿元。 完善“敢贷、愿贷、
能贷”长效机制，2020 年，两增
口径小微企业 30158 户， 贷款
余额 283.42 亿元， 小微企业专
营机构 17 家，被中国人民银行
授予“推进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
（2016-2020）”突出贡献奖。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三
高四新”战略擎领现代化新湖南
建设， 长沙银行也正开启打造
“深耕湘粤的现代生态银行”的
新征程。 该行表示将以长期主
义的眼光和价值共生的态度，打
造与客户越界共生、相互赋能的
融合模式，推动业务和管理的全
面数字化改造。

城商行零售“黑马”长沙银行发布 2020年业绩报告，
个人存款同比增长 28.26%，零售 AUM达 2217.35亿元，表现亮眼

长沙银行：零售转型大步向前
4 月 27 日晚，长沙银行发布 2020 年业绩报告，整体业绩

稳中有进，一路向好。 年报数据显示，2020 年长沙银行业绩表
现亮眼，全年实现营收 180.22 亿元，同比增长 5.91% ，净利
润 53.38 亿元， 同比增长 5.08%， 总资产收益率 0.85%，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达 13.76% ，连续三年稳居上市
城商行前列，盈利能力持续处于行业优异水平，在上市城商行
中表现亮眼。

2020 年，长沙银行业务结构持续优化，资产、存贷和贷款
开创新记录，自 2016 年总资产达到 3835 亿元以来，资产规模
更是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2020 年资产规模跨过 7000 亿
元大关，达到 7042.35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6.98%。 资产质
量持续改善，不良率进一步下降至 1.21%，创 2018 年以来最
低记录，拨备覆盖率达到 292.68% ，较上年末上升 12.70% ，
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增强。

这一连串闪光数字的背后， 是长沙银行依托生态银行战
略、零售转型的强有利支撑，也是依靠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
组合拳产生的良好成果。 经营的稳健带来品牌价值上扬，在英
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 发布的“2020 年中国品牌价值
500 强”排行榜中，该行位列第 218 位。

2020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
部形势， 长沙银行坚持“下沉深
耕”、“做小做难”和“深耕湘粤的
现代生态银行”战略定位，推进零
售发展转型提质增效， 零售业务
立足最强，客群基础不断壮大。

2020 年末，该行零售客户数
1468.82 万户， 同比新增 142.86
万户， 增长 10.77%。 财富客户
64.70 万，同比增长 22.72%，本土
市场的客群优势稳步扩大； 个人
存款规模 1732.03 亿元， 同比增
长 28.26% ； 个 人 贷 款 规 模
1293.62 亿元，同比增长 26.83%。
个人存款在存款总额中的占比为
37.95%，同比提升 3.07%%，个人
贷 款 在 贷 款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41.07%，同比提升 1.89%，以上数
据都足以证明，该行 2020年零售
转型持续夯实。

什么是衡量一家银行零售金
融的综合实力呢？ 业内人士普遍
认可的是 AUM（资产管理规模）。

零售 AUM 的体量、 具体构
成、占比、增幅、户均 AUM 等指
标， 可全面反应一家银行的零售
金融优势与潜力所在， 也是判断
零售银行强弱的根基。

近年来， 越来越多银行开始
公布零售 AUM 数据：比如，2020
年建行首次在年报中公布 AUM
数据， 中行也首次在业绩发布会
上披露该数据。 多数银行 AUM
增速也快于其资产增速。 作为坚
持生态银行战略的长沙银行，注
重本地生活生态的发展， 也非常
重视零售 AUM指标的提升。

2020 年，长沙银行零售客户
AUM2217.35 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 21.67%， 超过了 16.98%的资
产增速， 财富客户数达 64.70 万
户,较上年末增长 22.72%。

消费已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的
稳定器和压舱石，扩大内需也正是
实现双循环的战略基点。消费领域
无数充满活力、关涉千家万户但又
规模弱小的消费、 生产型企业，正
是地方银行做小做难所要拥抱的
对象。拥抱消费就是拥抱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拥抱中国经济
的美好未来，也成为该行践行生态
银行战略的目标之一。

该行融入长沙网红城市、消
费之都建设， 以湖南本土生活指
南为定位，推出面向个人、商户、
企业的权益平台 - 弗兰社， 以长
沙银行牵头发起的湘江新势力品
牌联盟为载体， 实现诸多湖湘本
土知名消费品牌客群的共享导流
和生态共建。呼啦业务更加下沉，
聚焦消费及民生行业， 在量与质
两方面均获得进一步提升。

过去一年， 长沙银行零售金
融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 2020 年
末， 呼啦活跃商户交易金额
467.31 亿元 ， 较上年末 增长
88.68%。 信用卡累计发卡 228.72
万张， 较上年末增长 44.85%，信
用卡垫款余额 207.40 亿元，较上
年末同比增长 12.16%，新增信用
卡发卡 70.82 万张， 消费类交易
笔数 4,637万笔， 较上年末增长
88.63%， 交易金额 522.19 亿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 41.77%。

正如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
在年报致辞中所提到的“零售金融
历时四载转型已居 C 位， 存贷款
份额逐年攀升， 但船到中流浪更
急。 当前零售金融的发展形态正
发生深刻变化，从存款立行到中收
突破再到生态圈布局，我行零售转
型步入数字化驱动下基础存款 +
财富管理 +消费金融 +生态圈四
轮驱动的智慧金融新时代。 ”

城商行中的零售“黑马”

作为湖南省最大的法人银
行，该行立足长沙、深耕湖南、
辐射广东， 始终与区域经济同
频共振、共生共荣。 目前，湖南、
长沙均已发布未来五年发展规
划，其中省委省政府在《长株潭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25 年，（长株潭）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左右”，
长沙市“十四五”规划目标包括
“常住人口突破 1000 万， 建成
区面积近 1000 平方公里；GDP
达到 1.7 万亿， 年均增长 7%”，
预示着作为该行主要经营地长
株潭地区， 将继续保持强劲发
展势头。

随着“三高四新”战略全面
实施， 长沙银行优势产业竞争
实力不断凸显， 加上长沙房价
洼地效应持续外延， 省内新基
建、新消费、乡村振兴等稳步推

进， 金融需求有望继续保持旺
盛， 未来为稳健发展提供良好
的外部经济环境。

作为生态银行， 除了拥抱
消费之外，还需要拥抱科技，这
是中国崛起的核心支撑所在。
湖南虽处内陆， 却有着一大批
极具实力和潜能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 传统银行的信贷模式如
何去呼应这些创新企业的金融
需求？

长沙银行给出了这样的答
案： 要实现专业能力的与时俱
进，真正做到看懂行业趋势、明
晰产业关键和把准客户痛点，
做到风险可控、知然后行；另一
方面， 要继续深化科技金融的
专营机制， 深度探索银行 + 投
行、股权 + 债权、孵化 + 产业的
综合服务模式，与基金、券商、
风投、风补机构构建生态圈，突

破传统模式的桎梏， 为新一代
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梦想插上金
融的翅膀。

近年来， 该行锚定产业深
耕，矢志建设湖南本土“最懂产
业的专业银行”，围绕产业价值
链， 建立面向生态链客群的经
营和服务模式， 打造数字化数
据赋能、 产品创新和渠道服务
的客户价值体系，组建美食、文
教、医疗、商贸零售、高创 5 大
产业部落，推进产业行业深耕，
报告期内新增科技金融贷款
47.83 亿元，新增国际贸易融资
投放 75.64 亿元，为 2300 余家
制造业企业提供融资超过 240
亿元。 完善投行金融服务，创新
推出应收账款债权融资、 疫情
防控债权融资、 双创债权融资
等业务， 投行业务新增 347.48
亿元。

2 “三高四新”战略擎领新发展

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位于湘江之滨的长沙银行总部大楼。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