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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金融

获评东莞年度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

同时获评东莞年度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银行

今天， 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

出的“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

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

动获奖榜单正式揭晓，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下称 “工商

银行东莞分行” 或 “东莞工行”）

在往

届四夺东莞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大奖、

三度获评东莞最具影响力银行、 获评

东莞最具价值品牌银行、 获评东莞最

佳私人银行和力擒东莞最受客户信赖

银行称号的基础上， 今年再度获评东

莞年度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 同时

获评东莞年度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银

行。

主办方介绍， 工商银行东莞分行

深耕莞邑三十余年， 始终以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 持续提升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 直达性和普

惠性， 积极助力民生服务与金融稳定，

现已成长为东莞业界口碑好、 综合实

力强、 广受客户信赖的主流商业银行。

当前， 该行服务的个人客户超过 1000

万， 服务的公司客户超过 12 万， 帮助

客户管理存款资金超过 2000 亿元， 提

供各项贷款近 1900 亿元， 是工商银行

全国系统内规模最大的地级市分行，

曾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 共

青团中央“青年文明号” 等荣誉称号。

企业持续发展与践行社会责任

实现良性循环

工商银行东莞分行始终坚持企业

持续发展与践行社会责任的良性循环，

严守风险底线和安全防线，加大金融改

革和创新力度，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进程

中追求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价值最

大化，在支持当地实体经济、民生改善、

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支持经济建设方面，东莞工行主

动围绕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

及方向，制定长远和阶段性的业务发展

规划，积极优化金融资源推动本地民营

企业、科创企业、小微经济发展。 今年前

三季度，东莞工行对制造业贷款累放金

额同比增加百亿元，外币制造业贷款余

额首度突破百亿元，高新技术制造业和

“专精特新” 制造业企业贷款均较年初

翻番增长，实现了“双百亿、双倍增”。

在普惠金融方面，东莞工行进一步

强化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要求，积

极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和“贷动小生意、服务大民生”金融

支持个体工商户专项活动，有效提升了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服务

能力和水平。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该行

服务小微企业客户超 1.4 万户， 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超 400 亿元。 在线上产品创

新方面，该行优化推出“e 企快贷”新产

品，进一步拓宽了抵押物种类，并将融

资额度提高至 3000 万元， 更好的满足

小微企业的多元融资需求。 与此同时，

进一步加强银政合作，用好市政府风险

补偿政策，帮助名单内缺乏抵押资产的

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支持， 推出了线上

“助保贷”、“科技贷”产品。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该行依托

工行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不断加大产品

和业务创新力度，为当地客户提供更加

便捷有效的金融服务。 如，2021 年 9 月

1 日， 工商银行东莞分行首家经人民银

行授权的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代理

点在该行石碣支行举行了揭牌仪式，目

前东莞工行在辖属石碣支行营业部、石

排支行营业部均放置了个人信用报告

自助查询设备，广大群众携带本人居民

身份证即可在该网点即时查询打印个

人信用报告，全过程用时不到 1 分钟。

拓宽服务覆盖面， 打通农村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注入。

东莞工行以支农惠农为己任，始终把服

务乡村经济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深化金融

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的能力。 今年前三

季度东莞工行涉农贷款余额增幅达

22%，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增

幅达 47.58%， 高于各项贷款32.84 百

分点。

为推动城乡联动发展战略在东莞

工行落地实施，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

支持，2021 年 8 月东莞工行成立了东莞

分行乡村振兴办公室， 与普惠金融事

业部合署办公，负责全行小微金融及

普惠金融业务的市场营销 、 组织推

动、产品创新，统筹协调全行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发展与管理，专职推动

普惠金融、惠农服务。 目前东莞工行

辖属 34 家支行、 百余家网点均开设普

惠专门服务通道， 组建普惠服务团队，

全体营销人员均可受理申请普惠信贷

业务。

今年以来，东莞工行持续加大对涉

农行业的金融支持，针对乡村振兴领域

给予了专项的信贷政策支持。 比如，针

对小微企业进行了小额信用贷业务的

权限调整，辖内各支行均可为涉农小微

企业提供小额信用贷服务方案，扩大了

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打通了农

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获评东莞年度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

今天，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出

的“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金融

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动获

奖榜单正式揭晓，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下称“东莞农商银行”）

持续发力，获评

东莞年度最具核心竞争力银行。

主办方介绍， 东莞农商银行曾于

2018 年斩获信息时报金狮奖东莞最具

核心竞争力银行大奖，两度获评东莞最

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银行，2012 年斩获

东莞六十年发展特别贡献金融成就奖，

2013 年获得东莞中小微企业金融特别

贡献奖， 并于 2016 年摘获东莞最佳消

费信用卡银行殊荣，2017 年荣膺东莞最

具价值品牌银行称号，2019 年获评东莞

最受用户欢迎银行卡银行，2020年获评东

莞最具社会责任银行等。

东莞农商银行是一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总行级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始建于 1952年，前身是东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2005年完成统一法人体制改革，

2009年完成股份制改制，2021 年 9 月 29

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效益、质量、规模持续协调发展

自 2009 年从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

行以来，东莞农商银行开启了快速发展

的进程， 特别是 2016 年推动第三次转

型以来，实现了效益、质量、规模的持续

协调发展，资产规模更上一层楼，集团

资产总额在 2021 年 6 月末达 5833.57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 4030.45 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达 2803.93 亿元， 正式迈入

中等规模银行之列； 资产质量更加优

化， 集团不良贷款率在 2021 年 6 月末

为 0.83%， 其中母行更是连续三年实现

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双降”，风

险抵御能力不断增强；经营效益稳中有

升，2020 年集团净利润 50.55 亿元，平

均资产回报率、平均权益回报率分别为

1.00%、13.64%，保持国内上市银行第一

梯队水平，显著高于目前香港上市的中

国区域性银行平均资产回报率及平均

权益回报率算术平均水平，股东价值回

报持续增长。

据国际权威期刊《银行家》2021 年

统计， 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一

级资本计算，东莞农商银行位居全球银

行业第 261 位， 跃升全球银行业 300

强；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 年

中国银行业 100 强榜单” 中， 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核心一级资本净

额等指标统计，东莞农商银行位居第 43

位、全国农村商业银行第 6 位。 在品牌

荣誉方面，东莞农商银行主体信用等级

自 2017 年 10 月至今被中诚信国际评

定 AAA 级， 达到了国内主体的最高评

级。

进一步向区域集团化方向发展

东莞农商银行截至 2021 年 9 月末

共设立了 505 个营业机构

（含总行）

，下

辖 39 个一级分支机构，186 个二级支行

和 279 个分理处， 共 504 个营业网点，

开发了 7x24 小时电话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直销银行等多种

在行与离行金融服务。 此外，东莞农商

银行大力实施金融文化创新，精心打造

的东莞市钱币博物馆现有藏品近 2 万

件

（套）

，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广东

省十大民间收藏馆、东莞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同时建设了传承企业近 70 年

发展历史的行史博物馆，彰显地方金融

魅力。

近年来，东莞农商银行进一步向区

域集团化方向发展， 共设立了广东自

贸试验区南沙分行、 广东自贸试验

区横琴分行、惠州支行和清新支行 4

家异地分支机构，以及惠州仲恺、云

浮新兴、东莞大朗、贺州八步 4 家村

镇银行，战略控股湛江农商银行、潮

阳农商银行，入股顺德农商银行、徐

闻农商银行、 乐昌农商银行和雅安

农商银行，初步形成了以东莞为中心、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体、以粤东粤西为

两翼的“一体两翼”区域集团化发展新

格局， 将金融服务辐射至大湾区客群，

构建湾区客户生态系统，全面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和粤港澳融合发展。

展望未来， 东莞农商银行表示，将

继续坚持以“客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为经营理念，以“制度治行”为管理准

则，以数字化和集团化为抓手，全力推

进“零售金融、产业金融、小微金融、同

业金融、数字金融”五大核心业务，努力

建设成为“资本市场化更充分、数字化

转型更明显、 集团经营化更有特色”的

区域性现代农商银行集团。

（备注 ：本文 “东莞农商银行集团 ”

是指东莞农商银行及其并表附属机构，

“东莞农商银行” 是指东莞农商银行集

团母公司东莞农商银行 。 除特别注明

外， 相关数据为截至

2021

年

6

月末的

东莞农商银行集团口径数据，其中各项

存贷款余额不含应计利息及预期信用

减值准备，各数据金额单位为人民币。 ）

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

东莞农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