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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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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榜单正式对外揭晓，招商银行东莞分

行持续发力，获评东莞年度最具价值品

牌银行。

“招商银行自 2004 年入驻东莞，不

断提高金融服务品质， 运用专业能力，

不断迭代金融产品， 提升客户体验，提

高品牌影响力。 ”主办方介绍，招商银行

东莞分行曾先后获评信息时报金狮奖

东莞年度复工复产突出贡献银行、东莞

最佳贵宾理财服务银行、东莞最佳财富

管理银行、 东莞最具创新力金融机构、

东莞最佳私人银行服务银行、东莞最贴

心服务银行、 东莞最具价值品牌银行

等。

不断成长，扎根莞邑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是招商银行在

全国地级市设立的第一家一级分行。 自

开业以来，招商银行东莞分行以为社会

各界提供最新最好的金融服务为己任，

依托体制、机制、科技、管理、人才和品

牌优势，坚持稳健经营，努力开拓市场，

业务全面均衡发展，走出了具有分行特

色的发展之道。

从刚开业时的 1 家网点、58 名员

工，经过 17 年的发展，招商银行东莞分

行的足迹在本地逐渐蔓延， 截至目前，

已经拥有 28 家网点， 其中 3.0 网点 11

家，网点覆盖主要城区，服务半径不断

扩大，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招商银行的产品不断完善，在传承

总行系列金融产品的基础上，结合东莞

特色，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推

出免息贷、招行-东莞通联名公交卡；响

应政府号召，助力“智慧城市”建设，不

断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同时，

也收获了许多认可，荣获东莞最贴心服

务银行、东莞最具价值品牌银行、珠三

角金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互联网金

融创新奖、 杰出移动金融创新奖等奖

项。

不断创新，竭诚服务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主动进行业务

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

不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17 年来，面对东莞市民，招商银行秉

承“因您而变”的经营理念，顺应形势，

不断升级金融产品和服务。 率先推出闪

电贷、刷脸取款、“一闪通”支付、摩羯智

投等创新服务，在这一个又一个知名金

融品牌的背后，是招行人创新求变的足

迹。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紧紧围绕东莞

市的决策部署，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支持东莞社会经济发展，实现银

政、银企互惠共赢。 加快拓展金融市场、

资产托管、投资银行、现金管理等批发

新兴业务，努力服务每一家企业；大力

发展基金、保险、理财、黄金等财富

管理业务， 推出

系列 子 品 牌 活

动，关爱长者、亲

子、 女性等多个

客户群体， 不断

升级上线手机银

行项目， 给东莞

市民带来生活的

便捷。 力图为客

户提供遍布全球

的商旅、医疗、教

育、生活、社交增值服务及权益，打造

“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不忘初心，勇担责任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将践行社会责

任与提升服务质量相结合，坚持金融事

业与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从赈灾助残、

捐资助学到扶危济困；从共建“百年招

银林”到绿色办公，将绿色理念落实到

绿色信贷、绿色服务、绿色运营等经营

实践当中。

与此同时，招商银行东莞分行在公

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关爱自

闭症儿童，看望福利院老人以及举办各

类主题的理财教育公益行活动。 同时，

主动担负起金融机构的宣传教育责任，

积极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宣传反假币、防盗刷

等知识，提高公众金融素养及风险防

范意识，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宣传金

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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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获奖榜单正式对外揭晓， 中信银行

东莞分行持续发力， 获评东莞年度最

佳高新技术企业金融服务银行。 该行

曾继先后获评信息时报金狮奖东莞年

度最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银行、 东莞

最具成长性银行、 东莞最佳公司业务

服务银行、 东莞中小微企业金融特别

贡献奖、 东莞最具影响力银行、 东莞

市民最喜爱银行、 东莞最佳出国金融

服务银行、 东莞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

行等。

主办方介绍，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成立于 1999 年 3 月， 目前设有网点 29

家。 该行扎根莞邑廿二载， 服务实体

有温度， 积极融入大湾区金融生态建

设， 强化金融赋能制造业。 为进一步

赋能科技企业，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聚

焦推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 重点

支持东莞制造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做优做强， 支持重点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补链” “强链”， 实现高质量

增长， 为实体经济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截至 10 月末， 累计发放“专精特新”

小巨人授信金额近 5 亿元， 服务客户

30 户。 全力为推动东莞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贡献力量。

聚焦高新技术企业， 支持“专

精特新” 融资

高新技术企业以其技术优势， 正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然而， 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

微企业的高技术性、 高成长性在成为

其发展驱动力的同时， 也涌现出“轻

资产、 缺担保” 的特点， 因此在融资

的道路上， 往往遇到渠道匮乏、 额度

有限等难题。

对此， 2021 年， 中信银行东莞分

行面向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

“专精特新” 企业， 推出“小巨人科技

贷” 产品， 通过迅速组织企业名单制

对接， 提供差异化服务与资源倾斜，

优质客户可信用方式、 优惠利率支持，

解决科技型企业担保少、 融资难问题。

为轻资产无抵押小微科技型企业提供

最高 1000 万元贷款 ， 贷款期限为 1

年， 并配以灵活还款方式， 为企业解

决短期内的资金需求。 在东莞市科技

局名录内的高新企业办理“小巨人科

技贷” 后，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将协助

企业申请贴息， 旨在降低高新企业融

资成本， 助力实体发展。

东莞市某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轻量型高端工业机器人研发、

生产与应用的企业， 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 企业。 因研发等需持续投入，

该行积极与企业开展对接， 为其配套

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支持企业日常

流动资金周转， 获得企业认可。

广东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为国

家级“小巨人” 企业， 主营生产钻针、

铣刀自动化设备， 在细分领域拥有独

特技术专利， 为精准扶持小微制造型

企业。 受益于国产化替代， 企业需要

资金驰援， 提升与国外公司竞争力，

该行迅速制定授信方案 ， 给予企业

1000 万元授信额度， 有力支持企业扩

大生产规模， 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东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激光

切割设备行业多年， 成为国家级“小

巨人” 企业， 受疫情影响， 出口销售

规模有所下降， 应收款回收延缓， 企

业流动资金需求增大， 该行高效适时

为企业支持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并依托该行综合

金融服务优势， 为企业上市前提供一

揽子服务方案。

中信集团协同服务， 助推高企

做大做强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协同中信集团

子公司， 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

与“金融+实业” 并举优势， 着力深化

区域协同合作， 发挥协同优势， 为处

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

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推

动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

对于成长期阶段的技术型企业，尤

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信银行

东莞分行积极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今

年以来已完成立项 37 家企业， 并落

地了 11 家企业。对于拟上市公司，中

信银行东莞分行可为其开展上市前

股权激励融资 、 战略配售融资等业

务。 10 月份，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为某

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 5000 万元战略

配售融资额度批复，即将于企业近期

上市时投放。 对于上市公司，中信银

行东莞分行可为其提供定增配资、可

转债配资等服务。 今年上半年，中信

银行东莞分行已落地了某上市公司可

转债大股东配资 2.84 亿元。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将始终立足把

握新发展阶段， 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践行粤港澳大湾

区国家重大战略，针对“专精特新”企业

在天使投资、上市辅导、股权选择权等

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充分依托集团协同

优势，提供“一体化”“全流程”综合金融

服务，支持“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与制

造业产业升级。

获评东莞年度最具价值品牌银行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

获评东莞年度最佳高新技术企业金融服务银行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