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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又一载 同心协力谱新篇
——
—华夏银行贵阳分行成立两周年纪实

初冬的贵阳喜事不断——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华夏银行
贵阳分行迎来成立两周年的喜庆之日。 2016 年 12 月 6
日，怀着“
同为华夏人，共结贵州情” 的情怀，紧随着贵
州后发赶超的铿锵步伐，华夏银行贵阳分行登陆贵州。
两年来，华夏银行贵阳分行扎根贵州，积极主动
融入地方主流经济，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大力指导
与支持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持深耕特色领域，打
造优势业务，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道路，成为贵阳银
行业机构的一颗耀眼新星，正在奋进中砥砺前行。

深耕细耘
服务贵州地方经济争担当
1992 年 10 月， 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的关心支持下， 华夏银行在北京成立。 1995 年 3
月，实行股份制改造；2003 年 9 月，首次公开发行

资金，高效圆满完成了融资，确保了两个项目的快

略合作协议，为华夏银行贵阳分行扎根贵州，服务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战略优势， 运用贵州大数据平

速实施突进。华夏银行贵阳分行的做法，得到了社

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开启了美丽

台，携手科技金融渠道，明确提出了把电子银行打

会各界的积极评价。

篇章。

造成为“
数字化银行” 的发展战略，积极与互联网

勇于作为
发展贵州绿色金融尽责任

科技引领
助力普惠金融谋创新

案。

公司加强合作， 提供线上金融系列产品和解决方

股票并上市交易，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银行。经过

尽心尽力
服务贵州广大市民展实力

多年的发展，华夏银行已具备广泛的客户基础、多

贵州的青山绿水、爽爽气候是其独有的宝贵

银行与科技， 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共同

元的业务结构、 良好的企业品牌和较强的市场竞

财富。 为让贵阳山更绿、天更蓝、水更清，两年来，

体，科技驱动增长，成为银行业转型的突破口。 华

争力。

华夏银行贵阳分行始终秉持着绿色金融发展理

夏银行抓住金融科技对银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机

华夏银行贵阳分行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服

念，通过“投融顾信” 助推贵州地方经济发展，践

遇，从战略、机制到技术应用、创新研发等方面对

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强化员工服务意识和业务技

行贵州“
青山绿水” 的发展理念。

金融科技进行布局和实践， 打造华夏银行在

能学习， 规范服务细节， 以拓宽普惠金融服务方

Fintech 时代新的核心价值，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

式，做到用心用情服务客户，提升市民满意度，成

融服务。

为贵州省“
引金入黔” 的优秀代表。

华夏银行贵阳分行是贵州 “引金入黔” 和
“引银入筑” 工程的重要项目，2016 年 9 月华夏
银行贵阳分行作为省级分行率先入驻贵州金融

2017 年 6 月，国务院将贵州省列为国家绿色

城，2016 年 12 月 6 日正式对外营业，对促进全省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为了深度参与贵州省政府

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金融市场活力起到了积极作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华夏银行贵阳分行顺应贵州

针对改善市民生活方面，华夏银行推出“安

用。

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大势，于 2017 年 7 月成立绿

居” 、“乐业” 、“易生活” 系列贷款及菁英贷等特

作为贵州金融业的一名“新兵” ，两年来，华

色金融部，属省分行一级部门，作为华夏银行绿色

色产品，针对留学、旅游、移民、劳务等出国人群提

夏银行贵阳分行积极融身于贵州地方经济建设，

金融专业服务团队， 承接总行和贵州省绿色金融

供了“
出国金融” 等系列服务。 同时，还针对不同
人群及需求推出“华夏精英环球信用卡” 、“华夏

以投融顾信的方式助推贵州省、 贵阳市新型城镇

改革创新的落地工作。 2017 年 6 月贵安新区绿色

化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推出了城镇化建设基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获批成立， 又为华夏银行深

精英尊尚白金信用卡”“畅行华夏行用卡卡” 、

金、 城镇化建设贷款等产品， 并配套债务融资工

耕绿色金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华夏银行积极参

“华夏 smart 信用卡” 等卡种，全面着力于客户的

具、企业资产证券化、理财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

与投资支持贵安新区建设， 为双方推进绿色金融

衣食玩住行，全方位提供金融服务，提升客户生活

形成了全方位参与政府项目的系列金融产品服

更深层面广范围的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品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务。

两年来，华夏银行贵阳分行积极参与了贵阳
城市重点项目建设和安顺市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

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讲求金融活动与

此外，华夏银行贵阳分行参与贵阳市观山湖

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

“换道超车” 牢抓金融科技。 华夏银行提出

区智慧社区建设， 分行开发的银行卡与门禁卡合

会的可持续发展。贵州实践发展绿色金融，可谓是

打造以实时互联、自然交互、数据驱动、深度智能

二为一，极大方便了市民，在多个小区开始推广，

占据了得天时占地利拥人和的优势。 华夏银行贵

为特征的“智慧金融，数字华夏” 愿景，确立整体

使用的市民越来越多， 实现了更好的便民利民产

阳分行行长杨宏说，“作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数字化转型与互联网银行平台创新双轮驱动策

品服务。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这为

略，从组织机制、发展思路、技术架构方面加以推

风鼓云帆航道阔，乘风破浪正当时。 两年时

华夏银行实践绿色金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进落实，并最终在客群拓展、体验提升、成本降低、

间虽然很短，但华夏银行贵阳分行脚踏实地，各项

遇。 ” 2017 年 9 月 12 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改善等多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分行营业两年

业务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未来将乘势而

与省政府在贵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十三

来，坚持“公司业务立行，零售、小微、电子银行强

上， 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能

五” 期间为贵州省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助推

行” 经营思路，不断推进各项业务全面发展，积极

力，在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百姓市民中履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践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成长。分行契合小微

职尽责、勇于担当，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区建设。

企业特点，将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融入金融创新，推

设的融资工作， 分别对贵阳市中环线项目、G210

据华夏银行贵阳分行绿色金融部负责人介

出“房贷通” 、小企业房产按揭、“网络贷” 等线

国道同城大道项目， 安顺市规划展览馆等四个重

绍， 华夏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一直是积极的倡导

上、线下产品，并与保险公司进行银保协作为贵州
小微企业客户开展信用保证保险贷款业务。 据了

点项目成功进行融资。截止目前，贵阳分行向贵阳

者， 拥有多个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具有较强影响力

市中环线项目融资近 100 亿元、G210 城镇化基金

的项目。 在绿色金融领域获得多项荣誉。 2017 年

解，目前华夏银行总行在证券市场方面，正积极探

项目投放近 60 亿元、安顺市规划展览馆等项目融

荣获银行业协会 “年度社会责任最佳绿色金融

索与政策性银行在内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新模

资近 20 亿元，对于完善城市骨干路网，加强北部

奖” ，金融时报主办、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

式，推出小微企业金融业务 ABS 资产证券化处置

区县连接，加速实现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支持的“
年度最佳绿色金融服务银行” ，中国

系统上线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贵阳市两个基础设施项

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颁发的“
2017 节能

发展大数据是贵州省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

目融资额较大，贵阳分行刚成立，自身的资金能力

服 务产业 最 佳 合 作 银 行 ” ，2018 年 荣 获 发 改 委

作为率先进入贵州金融城的省级分行， 分行在推

有限等问题， 分行为了尽最大努力支持贵阳经济

《中国能源杂志》 评选的绿色金融 “实力企业

动“
互联网 + 产业发展、培育科技创新方面，依托

建设，争取到了总行的支持，通过引进省外银行的

奖” 。 华夏银行与贵州省政府签定的绿色发展战

本报记者 商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