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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始终坚持“立足地方、支持中小、服务市民、回报

社会”，以服务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大的社会责任。

紧紧围绕“中小企业主办银行”和“市民的银行”的市场定

位，通过加快创新发展步伐，深化改革转型，优化金融服务，

强化风险管控，着力提升广大小微企业、市民金融服务水平，

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性精品银行。

一、对接地方经济政策，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1、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7 年，我行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采取灵活的差异化竞争

策略，为区域性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支持，

积极支持我省七大万亿产业、全市五大千亿产业发展；支持

与可持续发展、与改善民生相关的“五水共治”、“三条廊道”

等重大项目；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等创

新业务；增加对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入。至 2017 年末，

共计支持我省七大万亿产业贷款余额 34.41 亿元、全市五大

千亿产业贷款余额 31.49 亿元。

2、对接区域重点项目，有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

工程。发挥地方银行了解熟悉金华经济现状和特点，以及自

身决策链条短的优势，主动对接区域经济。以省、市政府重

点项目投资计划及项目工程为主线，量身定制服务方案，满

足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截止 2017 年 12 月末,投放兰

溪市钱塘江堤防加固工程项目、多湖中央商务区燕尾洲公园

项目、金华市金东区城镇污水建设项目等省、市重点工程 19

个，融资金额 26.97 亿元。同时积极开展业务模式创新，通



过成立产业基金开展企业直接融资业务，为金华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金华华科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台乘用车漆

后车身总成项目”提供 2亿资金支持。

3、开展主题活动，服务实体经济。深入园区、企业开

展“提升风险管理合力 提升服务实体能力”等走访调研活

动，围绕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实施绿色

信贷等内容，着力推动担保方式创新，加大对企业的帮扶，

确保深化金融服务有实效，切实提升我行风险管控能力，推

动落实普惠金融。全行走访企业客户 2000 余户，深入了解

了企业实际需求，有效解决了企业难题，密切了银企的关系。

4、实行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稳妥推进企业

债务重组，对部分经营暂时困难企业，通过展期、利率优惠、

新增部分授信补充流动资金、调整贷款结息等方式，提升信

贷资源配置效率。2017 年实行企业优惠利率 1681 户，涉及

贷款金额 81.17 亿元，降低企业付息成本 1.7 亿元。同时，

加大企业帮扶力度。积极落实分类帮扶措施。坚持“一户一

策”化解两链风险，对低风险担保圈客户不盲目抽贷、压贷、

缓贷。积极创造条件为企业使用应急周转金办理到期贷款的

转贷工作，全年累计办理 1165 笔，涉及金额 39.5 亿元，切

实解决企业到期还款转贷难问题；推出“共益债务”贷款，

帮助企业去化降费解困。2017 年发放“共益债”贷款 7500

万元，实现银企双赢。

5、加大打击逃废债力度，维护社会信用环境。通过加

强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与各级金融办、公安、法院等部门

协作机制，全力推进“诉讼一批、执行一批、列黑一批、移

送一批、约谈一批”的“五个一批”策略。与金华市公安局

联合发文建立追逃打废联动机制，搜集线索固化证据，成效

显著。

二、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深化惠企便民服务



1、以市民卡为载体，全力做好市民卡金融服务。根据

市委、市政府要求，我行作为先行参与市民卡工程建设的合

作银行，积极配合做好市民卡这项惠民、便民工程，与市民

卡公司走街串巷做好发卡工作，与社保、医院等部门做好卡

应用推广。同时围绕市民吃、住、行以及消费、娱乐需求，

做好金融功能开发应用。我行所有网点受理市民卡业务，开

设制发卡网点 49 家；与市民 365 服务中心合作 5 家。目前

在市本级、武义、东阳、兰溪、浦江累计发卡 116 万余张。

2、网点下沉扩面，延伸金融服务。一是推进网点服务

下沉。围绕“扩大乡村基础客户群、做强县域、做大本土”

的发展思路，根据客户需求及金融资源布局，将网点从城镇

向乡镇、城乡结合部转移。2017 年我行新开业乡镇、城乡结

合部营业网点 13 家，进一步扩大了普惠金融服务辐射面。

二是推进社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针对上班族朝九晚五上班

时间，推出“错时+延时”、“人工+自助”的金融服务模式。

目前我行已建成社区支行 21 家，缩短了银行服务半径，使

金融服务更贴合百姓生活。

3、发展移动金融平台，提升服务便利性。一是推出“双

龙 E贷”个人互联网信贷产品，实现业务全流程“不落地”，

线上操作全程 3分钟。二是整合银联、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各大主流支付渠道，实现“金银钱包一码支付”。至 12 月

末，注册用户 16058 户余户，注册商户 10686 户。三是推出

IPAD 移动办公。实现调查、审查，实现贷款申请、审查、审

批随时、随地移动服务。四是开发贷款预约受理平台。即客

户线上贷款预约，短信实时推送客户经理线上抢单，线下上

门对接调查，全流程服务跟踪。一方面可以解决客户申贷难，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防范客户经理道德风险。

4、深入社区和乡镇，积极推行普惠产品。针对城乡居

民不同需求，开发多款批量化、标准化产品。一是继续做好



百灵卡业务推广。二是推出“惠农贷”。针对农户资金使用

季节性强、金额小、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贷款按使用天数计

息、自助循环。三是创新理财与储蓄产品，实现客户与银行

双赢。并深入社区和农村等地开展了以节日、健身、教育、

旅行等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推广普惠金融服务，进

社区演出 12 场，各社区支行则结合实际与节假日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受到市民百姓的好评。2017 年全年新增百灵卡

授信户数8760户，授信金额增加18.7亿元；惠农贷增加2796

户，授信金额增加 3.47 亿元。

5、打造特色支行，实施专业服务。一是根据区域经济

特点，结合自身实际，打造特色支行，目前本行设有小微专

营支行 16 家、科技支行 1家，文创支行 1家，电商支行 1

家，做专、做细、做精业务，使网点和人员真正融入当地的

居民生活中和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实现特色、专业化的经营，

着力支持地方特色经济发展。二是实行一行一策，业务专属

“高效化”。对特色支行制定了单独的客户准入、单独的业

务办理权限、单独的业务审批权限、单独的不良容忍政策、

单独的利率定价政策、单独的人力资源配置、单独的绩效考

核政策等七项政策，确保其特色业务可持续发展。2017 年末

3家支行贷款余额 8亿元，特色业务占比达 92%。

6、创新金融产品，破解融资难题。采用灵活多变的担

保方式，大力推进商标专用权质押、订单质押、专利权质押

等新型抵质押业务，为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以不同切入

点设计个性化系列小微企业贷款产品，如针对纳税诚信企业

的“税信贷”、入园小微企业的“小微通”分期融、融资需

求 200 万元以下的“简易贷”、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贷款

等。重点推出了“年审制”贷款、转贷宝业务，减少小微企

业“先还后贷”的融资成本。截止 2017 年末，简易贷贷款

余额 3.64 亿元；“专项小微债”贷款余额 7.33 亿元；“年审



制”贷款余额 14.88 亿元，转贷宝贷款余额 0.87 亿元。

7、主动对接政策，支持创业创新。一是扩大科技风险

池贷款覆盖面。目前，义乌分行、东阳支行、永康支行、兰

溪支行、湖州分行均已正式落地推广科技风险池业务，为当

地的科技型企业创业创新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2017 年新

发放科技型企业贷款 11.41 亿元，惠及 203 户科技型中小企

业。二是推广“电商融”，引入数据公司大数据评分模型的

模式，为电商提供快速、便捷的融资服务，2017 年末“电商

融”余额 1.24 亿元。三是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支

持力度，明确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及其创办的企业开展

专项信贷支持，对企业给予最高 2000 万元的授信，对高层

次人才最高给予 200 万元的授信。

三、关心关爱员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我行积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以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

系为着力点，为全行职工营造了温馨和谐的工作环境。

1、保障员工权益。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签定《金华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工资专项合同》，合同内容涉及职工的劳动报

酬及分配方式、增减幅度，最低工资标准和特殊情况下的工

资标准等。近年来员工的收入逐年稳定增长，与企业共享发

展成果。此外，依法参加各种保险，全行参保率达 100%。除

了缴纳各种法定的保险和公积金外，我行还为每位员工购买

了一份补充医疗保险，通过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为职工补充

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也是按最高比例缴纳，充分激发了全

行职工的爱行爱岗热情。

2、关心职工生活。作为我行工会良好的传统，当有员

工住院治疗，工会必定派员前往慰问；每逢员工生日，工会

也会送上生日蛋糕和祝福；各级分工会对困难的员工家庭建

立档案，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做好

扶贫帮困和送温暖工作。2017 年 8 月，工会组织人员赴白龙



桥、都市新区、罗埠、汤溪等 15 个城郊支行网点，开展以

“盛夏送清凉”为主题的慰问活动，向工作在一线的员工送

去了防暑用品和清凉食品。

3、充分关注职工健康。组织全行员工进行体检，自 06

年开始，每年为广大女工办理安康重大疾病互助保险，提高

了女职工的医疗保障水平，连续第五年为全行在职员工办理

了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险。

4、倾听员工呼声。认真倾听基层员工的诉求，并在第

一时间为特殊员工家属争取到补助，慰问和看望生病、生孩

子的员工，各级分工会都通过走访、讨论会、民主生活会、

建言献策等开展员工交流活动，让职工有话能说,有话敢说,

有话有地方说，从而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营

造和平共处、平等协商、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

四、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回馈社会

1、发挥金融职能，践行普惠金融。一是以开展“提升

风险管理合力 提升服务实体能力”、“金融知识万里行”、“金

融知识进万家”和“金融知识普及月”等主题活动，组织广

大青年员工走进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医院等地，向市

民宣传金融知识。二是依托社区支行开展以节日、健身、教

育、旅行等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以“寓教寓乐”

的方式积极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三是开展 8890 便民服务进

社区公益活动。积极响应金华市 8890 便民服务中心号召，

组织业务部门员工进社区开展反假币、反洗钱、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金融知识宣传。四是开展金

融知识下乡活动。2017 年开展了 16 场“感恩市民，一路有

您”送金融服务进社区大型文艺汇演活动，在为城乡居民送

去文化精神“食粮”的同时，将金融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受到了居民的好评。



2、开展公益活动，树立良好形象。一是开展“慈善一

日捐”。2017 年积极响应金华市区“慈善一日捐”活动，动

员全行员工参与到捐款中，活动共募得捐款 72550 元。二是

组织无偿献血。组织发动广大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奉献

一份爱心。据统计，2017 年以来我行员工共计献血 11900 毫

升。三是助力金华市公共应急救护事业建设。向金华市红十

字会捐赠 5台自动体外除颤器（简称“AED”），投放于车站、

农贸市场、机关单位等地，为市民生命健康和安全出行提供

保障。四是组织员工参与“五水共治”行动。先后组织党员

干部和青年志愿者前往金东区艾青文化公园金华江沿岸，婺

城区竹马乡、沙畈乡、乾西乡和金东区源东乡等地，开展河

道垃圾清理、植树等活动，为“五水共治”出一份力。五是

组织员工参加金华市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劝导活动，以实

际行动助力金华市全国文明创建。六是设立爱心休息区。在

金华市区主要营业网点设立了“爱心饮水点”，为环卫工人

提供休憩场所。

我行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在自身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的同时，义务做好纳税工作。2017 年缴纳税 2.65 亿元，履

行了地方银行应有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