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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今年是招商银行东莞分行成立十

五周年。十五年来，东莞招行将东莞务

实开拓的文化融入到招行的金融服务

特色中，致力于塑造自身的品牌优势、

产品优势、服务优势和创新优势，在提

升客户体验、 擦亮服务品牌上深耕不

辍，自身综合实力得到稳健增长，实现

了规模和效益的稳步提高。截至目前，

东莞招行已在厚街、长安、虎门、南城、

东城、常平、大朗、塘厦、万江、寮步、石

碣等镇区开设了 27 家网点，建立起立

足城区、辐射各大镇区的网点体系。

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业务有着很强

的品牌影响力， 在 Scorpio Partnership

发布的《2018 年全球私人银行基准报

告》中，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位列全球第

13 位。2009-2019 年九度荣膺《欧洲货

币》杂志“中国区最佳私人银行”并包

揽高净值客户服务

（ 超高净值、 高净

值 、超级富裕）

、资产管理、家族办公

室、投资研究与咨询、慈善咨询、社会

责任、国际服务、家族信托、金融科技

11 项细分领域中国区第一。

招商银行私人银行

（ 东莞）

中心一

直紧跟总行的脚步， 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个性化、私密性为一体的综合财富

管理服务，以“全球视野 本土血缘”为

客户及家族企业量身定制综合财富管

理方案， 并提供遍布全球的商旅、医

疗、教育、生活、社交增值服务及权益。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

将东莞务实开拓的文化融入到

招行的金融服务特色中

近年来， 东莞农商银行主动适应

经济新常态，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资

产规模稳中有增，资产质量稳中有进，

利润水平稳中有升， 经营实力不断提

高。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东莞农商银

行资产总额为 4187.55 亿元， 位居全

国地级市农商行首位， 全国农信系统

第 6 位；各项存款余额 2773.45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 1839.91 亿元， 存贷款

规模连续 23 年位居东莞市银行业首

位，成为东莞市资产规模最大、利税贡

献最多、 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最强的

金融机构。

据英国权威杂志《银行家》2019

年统计，按一级资本计算，东莞农商银

行位居全球银行业第 282 位， 跃升全

球银行业 300 强、 中国银行业 40 强，

各项排名创下历史新高。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自 2007 年

11 月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立足地方

经济， 反哺地方发展” 的经营理念，

充分发挥网络、 资金、 服务等优势，

主动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 切

实履行国有大型银行的社会责任与使

命， 逐步走出了一条商业可持续的

“普惠金融” 发展道路。 现辖一级支

行 10 个， 营业网点 121 个

（ 其中自

营

39

个 ， 代理金融网点

82

个）

， 网

点数量列全市第 3； 各类自助设备

1122 台， 其中离行式自助设备 686

台， 列全市第 2， 金融服务网络覆盖

全市各镇街。

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底， 邮储银

行东莞分行手机银行累计存量共

3229103 户，本年新增激活 115356 户，

排名系统内全省第一； 邮储银行在手

机银行客户端推出“邮储食堂”商城，

目前全国用户已突破 100 万户。

近年来，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紧紧

围绕“民营企业的银行、 科技金融的

银行、 综合化服务的银行” 三大战略

定位， 按照年初制定的“轻资本、 优

负债、 调结构、 促协同、 保质量” 的

总体经营策略， 深入推进改革转型并

取得明显成效， 资产质量总体稳定，

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各项业务保持稳

健发展。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 民生银行

东莞分行下辖 8 家支行， 各项存款余

额近 330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近 230

亿，比上年末增长逾 100 亿元。不良率

和逾期率继续实现双降 ， 不良率

0.36%。2018 年在总行二级分行等级评

估中达到“AAA”级，2019 年中国民生

银行东莞分行喜获全国金融系统“五

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中心支公司

（ 以下简称“ 新华保险东莞

中支”）

， 于 2002 年 6 月 18 日设立运

营。一直以来，新华保险东莞中支业务

规模稳步增长，效益持续攀升，人力、

业绩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是目前东莞

寿险市场上最具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保险机构之一。 目前，该公司拥有 4

家支公司、6 家营销服务部，机构布局

完善，网点已辐射东莞全境，并不断向

村、社区有序延伸，为 30 万余名客户

提供了各类保险保障。

2019 年上半年，该公司累计给付

理赔金 3176 万元，理赔件数 5480 件，

个人客户从申请至理赔款支付， 平均

理赔时效 1.65 天，复杂案件不超过 30

天。 新华保险东莞中支用真诚和速度

树立行业理赔服务的品牌。

2019年是中国平安战略转型的关

键之年。 在集团“金融+科技”、“金融+

生态”发展战略指引下，平安人寿东莞

中心支公司

（ 以下简称“ 东莞平安人

寿 ”）

在总部“科技+产品”双轮驱动的

推动下， 发挥平安自身平台优势和科

技优势， 满足客户不断日益增长的产

品需求，提供极致体验服务体验，促进

公司业务实现稳健成长。

截至2019年9月， 东莞平安人寿服

务有效客户数量约达217万人，送出保险

保障超过2305亿元， 累计为客户理赔超

过37亿元，为客户送去生存金约33亿元。

该公司借助科技赋能，在理赔、保单服

务、增值服务等方面持续升级，为客户带

来“简单便捷 友善安心” 的消费体验。

2019年前三季度， 公司为客户理赔8万

件，赔付金额6.9亿元，豁免保费2.1亿元。

2019 年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

简称“ 东莞平安

产险 ”）

以客户满意为导向， 依托科

技 ， 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打造

“安心·简单·温暖” 的车险理赔服务

品牌。 首先， 运用前沿科技力量， 为

客户提供最快速、 便捷的理赔服务；

其次， 立足于客户需求， 细分客群和

场景， 为客户提供贴心的， 有温度的

服务； 此外，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强

化警保联动， 为广大市民提供便民、

公益服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分公司

（ 以下简称“ 东莞人保财

险”）

是中国人保财险驻莞的地市级机

构。1951 起开始在莞开办业务。1979 年

保险复办以来，扎根本土近 40 年。 年

销售金额已达 60 亿元。

根据东莞人保财险最早的员工回

忆， 保险公司最早的业务是从鱼塘保

险和摩托车保险开始的。 而今，人保财

险的产品已覆盖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 作为典型的外向型城市，改革开放

的前沿， 东莞人保财险在帮助和保障

企业“走出去”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

践。 中国人保积极参与省、市“一带一

路”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发挥人保在国

际金融市场上优势，为“一带一路”沿

线城市公路、机场、港口、电信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提供保险保障和服务。 另一方面，中国

人保大力发展出口特定合同信用保险

和产品责任保险， 更好地帮助东莞企

业“走出去”。

●东莞人保财险：

年销售金额已达60亿元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于 2005 年 6

月正式开业， 今年迎来分行 14 周年，

分行下设 12 家综合性支行、2 家零售

支行、一支普惠金融专营团队，11 家社

区支行，营业网点遍布东莞多个镇街。

2019 年， 全行上下紧跟国家支持民营

企业的战略导向， 将该行服务民营企

业的专业能力、风控能力、营销能力进

一步提升到新的高度， 从根本上建立

民营经济“敢贷、愿贷、能

贷”的长效机制。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致

力于回归服务社会本源，

提出支持“先进制造业”、

争做“中型客户主办行”、打通“普惠金

融最后一公里”的发展战略，结合“访

百万企业 助实体经济”走访专项行动，

重点支持本地龙头企业、 战略性新型

产业、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智能装备

等行业，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本年向

民营企业累计投放信贷 129 亿元，民

营企业贷款余额达到 112 亿元， 较年

初新增 43 亿元， 贷款客户达到 203

户。2019 年，该行在省行的

民营企业新增投放量排首

位。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经营效益持续提升，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

●新华保险东莞中支：

为30万余名客户提供了各类保险保障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

坚持“立足地方经济，反哺地方发展”经营理念

●东莞农商银行：

存贷款规模连续23年位居东莞市银行业首位

●东莞平安人寿：

为客户带来“简单便捷 友善安心”的消费体验

●东莞平安产险：

打造“安心·简单·温暖”的车险理赔服务品牌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建立民营经济“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

2019第八届珠三角金融行业东莞区域榜金狮奖评选进入收官阶段

最优金融企业本周五正式揭晓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由信息时报社主办的 2019 第八届珠三角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金狮奖评选活

动，进入火热收官阶段，经过一个多月的申报、评审，最优金融企业榜单将在本周五正式揭

晓。 主办方从近百家参评的银行、保险等企业中评选出近 20 家候选单位，加入到金狮奖

年度大奖、品牌奖、单项奖等各类奖项的竞逐中。

据悉，本次“金狮奖———2019第八届珠三角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评选的主题

是“品质新东莞 奋斗新时代的强大执行力”，重点挖掘东莞在奋斗新时代的征程中，来自金融行业的正能量典范，推

动东莞金融行业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下面，记者挑选部分入围候选名单的企业进行展示，让读者先睹为快。

2019 年， 是东莞银行全面深化改

革、落实五年战略规划的关键之年。 该

行今年牢牢抓住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全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发

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加

大对“双创”、小微、“三农”、精准扶贫

脱贫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不遗余力地

为实体经济发展， 特别是对非公企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举全行之力

助力省市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东莞银行与东莞市科技局签

署了《东莞市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推进科

技、金融、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协议书》，

共同搭建了东莞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 截至目前，东莞银行“三融合”工作

在东莞地区十余家政府合作银行中，实

现服务户数、笔数排名“双第一”。

近年来， 建行东莞市分行切实强

化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 深入回归金

融服务工作本源，以普惠金融、科技金

融为切入点，着力强化产品创新，提升

客户体验， 有效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实

体经济“最后一公里”。

该行积极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普

惠金融战略， 强化与市税务局、 科技

局、 中小企业局等部门合作， 以服务

“双小”

（ 小行业、小企业）

为重点，创新

推出“云税贷”等产品，让普惠金融真

正惠及广大纳税企业， 有效破解企业

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至 2019 年 9 月

底， 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 156.36 亿

元，比年初新增 50 亿元；累计服务小微

企业近 1.8 万家， 全国地级市排名第

一。

该行认为，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关

系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益， 关系就业和

民生改善， 是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 支持实体经

济补短板的需要。 东莞建行也将一如

既往地继续落实总行普惠金融战略,切

实强化国有商业银行责任与担当，着

力提高东莞市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和

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988年，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乘着改

革开放的东风， 成为首批进驻东莞市的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营业网点

覆盖东莞市所有镇街， 存款规模位列全

市股份制同业前茅， 致力于为东莞市民

提供高质量、 高效率、 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 2016年，中国人寿成为广发银行最大

单一股东后，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更是高

度重视金融国企社会责任， 主动顺应时

代变革，积极发挥“智慧金融”优势，主动

践行普惠金融， 积极助力品质东莞新发

展。 2019年11月，广发银行更是积极优化

并正式对外发布手机银行5.0， 为客户提

供全新升级新体验。

农业银行东莞分行下辖 33 个一

级支行、99 个网点，营业网点遍布东莞

城乡。 今年 9 月末，该行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超过 1500 亿元， 增量排当地四

大行第一；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超过

900 亿元， 实体贷款比年初增 116 亿

元；综合考核排广东省农行第二，核心

业务在同业排名前列。

今年，该行迅速响应总行“推进数

字化转型再造一个线上农业

银行”战略，把加快推进数字

化转型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完

善工作机制，加大产品创新力

度，在场景建设、线上普惠金

融、供应链金融、智慧平台等

方面，实现新突破新发展。

工商银行东莞分行成立于 1984 年，

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 始终坚

持“扎根莞邑，服务社会”的经营宗旨，以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自身业务发展的

依托点和着力点，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勇

敢担当，乐为脊梁，在为企业和地方经济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了各

项业务跨越式发展， 成为业务种类齐

全、 经营实力雄厚、 服务手段先进、 经

营业绩卓著、 社会信誉优良的国际一流

现代金融企业， 先后被中央金融工委授

予“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 广东金

融工委“‘三农’ 和中小及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最佳服务团队”、 东莞市建设金

融强市激励表彰“金融发展奖” 一等

奖、 东莞市建设金融强市激励表彰“金

融创新” 先进单位、 东莞银行业信息工

作先进单位， 当选为东莞市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单位、 银

协债权委员会首任会长单位， 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肯定和好评， 成为莞邑大地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8 年民营企业座谈会在京召开

后，东莞工行在本地银行业率先表态，承

诺未来三年将提供不低于 1000 亿元资金

支持民营企业，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等痛点难点，至诚至信结

伴广大民营企业共发展。

东莞工行先后推出多项针对民营企

业专项产品和服务政策， 全力发展网络

金融，大力推动小额信用贷款、个人经营

快贷、 税易通等网上小额信用贷款的发

展， 并从资金配置贷款利率方面向民营

企业倾斜，大幅减免相关服务收费，对民

营企业成长发展实施全方位支持， 满足

民营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搭建全面

的民营企业服务机制， 助力民营企业升

级转型和稳定发展。

2019 年， 该行将自身发展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加紧密地

结合起来，按照上级行的部署，进一步加

大对民营经济、 普惠金融的服务支持力

度。截至 2019 年上半年，该行信贷规模接

近 1300 亿元， 其中制造业、 高新技术企

业、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均较年初实现一

定的增长。

●东莞银行：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建设银行东莞市分行：

将普惠金融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工商银行东莞分行：

近三年将提供不低于1000亿元资金支持民营企业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

积极优化并正式对外发布手机银行5.0

●农业银行东莞分行：

9月末各项存款余额超过1500亿元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构建强大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自 1999 年成立以

来， 在上级行的正确指导下， 紧紧围绕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开拓进取，

稳健经营，市场地位继续保持领先。 扎根

莞邑大地二十年间， 总资产从约 6 亿元

增值到近 500 亿元，成为推动东莞经济发

展的中坚力量。

成立以来， 大力支持东莞社会经济

发展，充分发挥中信金字招牌优势，构建

强大的综合金融

服务平台，全心全

意为客户提供专

业化、 个性化、综

合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二十年来累计

提供信贷支持超 3000 亿元。

该行紧跟当地市场发展和客户需

求， 率先发布满足企业多方位需求的中

信银行交易银行品牌“交易+”， 成为市

内率先推出交易银行专属品牌的金融机

构， 在东莞地区全力构建并打造“不止

于金融” 的交易银行体系， 通过产品创

新， 为广大企事业单位量身定做综合服

务方案， 全力支持东莞当地企事业单

位， 特别是当地龙头企业、 高新科技企

业、 中小微企业等， 全方位为客户创造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