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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银行家》发布“
2018年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榜单

浦发银行跃居第25位
■

通讯员浦小发
商报讯 7 月 2 日，英国《银

行 家》 发 布 “
2018 年 全 球 银 行
1000 强排名”榜单，浦发银行排名
第 25 位（较上年上升 2 位），居国
内银行第 8 位。 同时，浦发银行成
本收入比为全球银行最低， 排名
第 1。
英国《银行家》全球银行 1000
强依据各银行一级资本进行排
名。 2011-2018 年，浦发银行一级
资本由 182.22 亿美元增至 642.74
亿美元，全球排名逐年提升，具体
为 2011 年第 64 位、2012 年第 57
位、2013 年第 53 位、2014 年第 44
位、2015 年第 35 位、2016 年第 29
位、2017 年第 27 位、2018 年第 25
位。
近年来， 浦发银行加快国际

化、综合化经营发展，以香港、新
加坡、 伦敦分行开业和浦银国际
成立为标志， 迈出国际化经营的
实质性步伐， 以投资设立浦发村
镇银行、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浦发硅谷银行等机构和顺利收购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标志，
积极推进综合化经营。 2017 年，浦
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1686.19 亿
元，同比增长 4.88%；实现归属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542.58 亿
元，同比增长 2.18%。
在新一轮发展中，浦发银行将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因势而变、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推进转型发展，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以科技为引领，打造一流数
字生态银行，努力成为新时代金融
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中国银行荣获“最具社会责任
金融机构”等多个奖项
7 月 3 日，
由中国银行业
协 会 主 办 的
《2017 年 度 中
国银行业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
会在河北雄安
举行。 中国银
行凭借在社会
责任领域的突
出贡献， 荣获
“年度最具社会
责任金融机构”
以及“年度最佳
社会责任特殊
贡 献 网 点 ”、
“最佳社会责任
管理者”三项大
奖。
■

通
讯
员中
文

中国银行业协会每年对我国银行
业社会责任践行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及
评选表彰。在 2017 年度评选中，中国银
行荣获“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
奖”。 长期以来， 中国银行坚持服务社
会、奉献社会、回报社会的理念，在支持
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和扶贫助困等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 2017 年，中国银行积极
参与扶贫攻坚， 充分发挥金融行业优
势，整合各类资源，帮助定点扶贫地区
陕西省咸阳市永寿、长武、旬邑、淳化四
县贫困人口减贫脱贫， 实施扶贫项目
300 余个， 直接受益贫困群众超过 20
万人。 贯彻绿色发展战略，大力支持绿
色产业，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绿
色信贷余额达 5300 多亿元， 推动经济
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创新开展中小企业
跨境撮合， 举办 41 场中小企业跨境撮
合对接会， 吸引来自五大洲近 80 个国
家和地区政商各界 3 万人、2 万余家中
外企业参加。 坚持科技引领，着力将手
机银行打造成中行的综合金融移动门
户，手机银行客户数达 1.15 亿户，帮助
客户获得更加便捷高效、安全可靠的移
动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西藏日喀则分行获评“年
度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 成立

于 1987 年 9 月的中国银行日喀则分
行， 地处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
地区，严寒干燥，空气稀薄。在艰苦的环
境下，中行日喀则分行员工“缺氧不缺
精神”，牢记责任和使命，经过 30 多年
的发展，业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
发展。 目前，分行共有员工 91 人，机构
网点 6 个，存款由最初的 118 万元发展
到目前的 125 亿元，贷款由最初的 500
万元发展到现在的 28.55 亿元。 先后获
得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巾帼文明
示范岗”、全国金融工会系统“模范职工
之家”等荣誉。
中国银行广西区分行扶贫干部覃
毅敏获评“最佳社会责任管理者”。2016
年 4 月，覃毅敏由中国银行广西区分行
派驻到南宁市上林县巷贤镇苏仁村任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两年来，覃毅敏积
极下队蹲点调研，从“集智、集资、集力”
三方面着手， 引导村民开展产业生产，
共帮助 70 多户贫困户申报并获得政府
产业补贴 37 万元，帮助 70 多户贫困户
申请小额扶贫贷款。截至 2017 年底，苏
仁村共有 101 户 407 人实现脱贫。覃毅
敏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6-2017
年度“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优秀
工作队员。

金融快讯
JIN RONG KUAI XUN

江苏首推“
环保贷”
促企业绿色发展
■

通讯员苏财轩
商报讯 省财政厅联合省环保厅、

商业银行，日前推出绿色金融产品——
—
“环保贷”。 省级财政首期投入 4 亿元，
将撬动银行资金 80 亿元。 此举意在推
进绿色发展，构建多元化、市场化的生
态环保投入机制，加大对生态文明领域
支持力度。
这款金融产品以财政风险补偿资
金池为增信手段，引导合作银行为省内
环保企业开展污染防治、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及环保产业发展等
提供贷款。 当发生偿贷风险时，由资金
池和银行按差别化风险分担比例共同
承担，以解决环保企业贷款难、利率上
浮较大等问题。
省环保厅负责建立生态环境保护
项目库， 合作银行从中选择放贷项目，
按单 一 项 目 贷 款 余 额 不 超 过 2000 万
元、贷款期限不少于 1 年不超过 5 年的
要求进行放贷，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最高不超过
20%，同时抵质押率要优于同期商业贷
款，且不得以任何形式提高或变相提高
项目单位贷款条件和贷款成本。
“环保贷” 率先将企业环保信用评
级与贷款利率挂钩，实行差别化运行管
理： 对环保信用评级良好及以上的企
业， 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超过 15%；对
环保信用评级良好以下或未参加环保
信用评级的企业，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
超过 20%。
省财政厅、省环保厅定期对合作银
行的贷款授信额度、贷款效率、信用贷
款方式占比、风险补偿率等进行绩效考
评。 如果一年内合作银行月平均贷款余
额未达到资金池规模的 5 倍，将暂停与
之合作
“环保贷”业务。

7月1日， 农行淮州支行组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赴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
部旧址纪念馆举行“缅怀革命先烈、做
合格党员”主题教育活动，重温入党誓
词，牢记入党初心。
■

通讯员卢祖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