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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金融“助推器”服务“双城经济圈”

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是川
渝两地发展的重大
机遇，对于促进新
形势下的区域协调
发展，引领西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作为全国首家
万亿农商行、全国
首家“A+H”股上市
农商行、重庆本土
最大的地方金融机
构——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下称“重庆
农商行”），紧紧围
绕党中央、国务院
和市委、市政府关
于“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大战略部署，紧
扣“两中心两地”目
标定位，充分运用
自身独特的资源、
渠道及服务优势，
抢抓战略机遇、主
动对接融入，扎实
谋划思考、积极探
索推进，全力发挥
金融“助推器”作
用，倾力支持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

作为重庆资产规模最大、服务网络最
广、员工数量最多的地方金融机构，重庆农
商行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作用，立足巴渝、辐射西南，积极助推
成渝地区重要经济中心建设。

——倾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
重庆农商行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将
金融资源配置向重点领域倾斜。一方面，积
极支持服务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
施、现代产业、公共服务等项目。如围绕重
庆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行动计划，大力支持
渝湘高铁、重庆公路物流基地、重庆港务物
流、国际枢纽物流园等项目建设。截至2019
年12月末，该行基础设施贷款余额597.3亿
元，基础设施授信项目储备55个，授信金额
410.7亿元。另一方面，坚持“服务中小企
业”定位，持续加强业务产品、服务渠道创
新，着力帮扶民营及小微企业发展，发放民
营企业贷款1462亿元、占比超过全市1/3，
全行小微企业贷款 12.5 万户、贷款余额
1431.5亿元，服务了全市50%的小微客户。

——持续聚焦重大发展战略。近年来，
该行抢抓战略机遇，主动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内陆开放高地、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国家及地方
重大发展战略，围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标，倾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截至2019年
12 月末，该行支持“一带一路”贷款余额
109.8亿元，其中支持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贷
款余额97.7亿元，支持中欧班列（渝新欧）大
通道贷款余额12.1亿元。此外，该行积极支
持中新（重庆）示范项目发展，重点围绕“陆
海新通道”和内陆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加强
跨境结算和融资业务创新，通过铁海多式联
运进口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增信、搭建银政
合作风险补偿机制平台等方式，积极助力企
业境外贸易与发债。

——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
该行积极支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着力支持传统产业
升级及高新科技、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现代
服务等重点产业发展，积极助推重庆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资金、技
术等资源要素高效集聚、优化配置，助力形成
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截至
2019年12月末，该行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
达444.2亿元，其中战略新兴制造业贷款余额
92.4亿元，战略新兴服务业贷款余额351.8亿
元，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全力推动经济恢复提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该行认真履行金融国企责
任担当，瞄准企业复工复产、扩产扩能“痛
点、难点”，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创新服
务、减费让利，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走出疫情“严
冬”。截至目前，该行向定点医疗机构、疫情
防控名单内企业等发放贷款28725户、金额
223.3亿元；充分运用贷款优惠政策，对6023
户小微客户下调贷款利率，切实减费让利；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
行业，通过续贷、展期、调整期限等方式累计
帮扶企业9340户、涉及贷款222亿元，有力
推动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打通“血脉”
助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中心两地”
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为载体，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
来发展“筑城”，联动全域创新“赋能”，围绕

“五个科学”“五个科技”，构建科学平台、人
才平台、资本平台、交流平台。在“科技创新
中心”这一目标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区块链新兴技术为主的金融科技发展
尤为重要。

——先行先试引领带动。近年来，重庆
农商行积极发挥金融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
效应，加快提升金融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不断激发金融科技创新在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的强大动能。如该行大力实施“科技兴
行”战略，通过整合全行金融创新资源，在同
类机构中率先组建金融科技中心，制定全行
转型升级战略，通过自主创新倾力打造核心

竞争力。坚持核心技术自主掌控，申请60余
项创新专利，人脸智能识别技术运用覆盖
100%的网点，2项金融科技应用项目纳入国
家试点，成为首批唯一入选国家金融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观察员单位的地方金融机构。

——科技赋能创新服务。该行围绕“零
售立行”战略，以“线上线下融合，数据智能
决策，功能快速迭代”为目标，不断完善金融
服务产品体系，打造智能产品平台，提升金
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综
合化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目前，已推出

“渝快贷”“票快贴”“房快贷”“保e贷”“拼拼
存”等多款线上普惠金融产品，持续拓宽了
金融服务渠道。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
各类在线数据决策信贷产品累计发放超过
230亿元，客户体验度不断提升。

——智慧银行体验升级。2019年8月，
该行与阿里等先进互联网企业深度合作打

造的“智慧银行”正式发布上线，运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技术，构
建共通共享的智能全渠道，打造内建生态、
外联场景的数字化金融生态圈，推进智能民
生服务全覆盖。同时，该行全新推出手机银
行APP5.0，运用大数据建立模型，开发了个
人经营性贷款线上“自动续贷”“自助续贷”

“随借随还”等功能，极大地提升了客户体验
度、资金利用率和办贷效率。目前，该行手
机银行用户突破1000万户，电子渠道交易
替代率达94%以上。

下一步，重庆农商行将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
能力，构建智能化、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的

“智慧银行”。同时，积极加强与成渝地区金融
机构的科技交流，积极对外输出智慧服务、智
能风控、数据决策等技术，助力成渝两地加快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赋能
助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B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深化金
融领域交流沟通、联动协作尤为重要。在推
动成渝地区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上，重庆农
商行切实发挥本土金融机构的独特优势，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贡献力量。

——四项优势发挥显著。总部优势突出，
有效整合各类资源。该行充分发挥总部决策
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的优势，逐步形成以银行
为主、多牌照经营的发展格局。获得金融租赁
公司、理财子公司等新型金融牌照，在四川、江
苏、福建等5个省区设立村镇银行，在云南成立
全国唯一一家农商行跨省分行，金融辐射能力
持续增强。值得一提的是，4月22日，该行与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签署川渝两地金融
机构首个联合支持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合作协
议，携手探索金融服务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新机制、新模式、新举措。

股东优势明显，吸引外资投资重庆。该
行股东结构多元合理，内资、外资股东管理
规范、共融发展。同时，该行在H股上市达
10年，长期受到贝莱德、摩根大通等国际一

流投资机构的青睐，吸引了多家国际机构走
进重庆、了解重庆、投资重庆。

客群优势强大，吸引同业入驻重庆。据
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目
前该行与四川地区资金汇划结算业务量占
比持续提升。在此背景下，该行有效运用与
62个国家的569家银行机构代理行关系，在
海外代付、国际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方面开
展广泛合作，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同
时积极吸引境外金融同业入驻重庆。

服务优势显著，全面提升服务质效。该
行传统金融服务优势明显，拥有1774个营
业网点、1.5万余名员工、近2万台机具，服务
网络延伸半径极广，目前金融服务已实现重
庆城乡全覆盖。值得一提的是，该行在渝西
地区现有660个网点，已支持成都及周边地
区融资102亿元。

——两地上市平台广阔。2019年 10
月，重庆农商行在资产规模突破万亿之后，
成功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成为全国首家“A+
H”股上市农商行、西部首家“A+H”股上市

银行。随着A股成功上市，该行资本补充渠
道得到进一步丰富，其服务“三农”、小微企
业等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据悉，该行持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
力争设立境外机构，加快建设“国际银行”。
此外，还大力推广外币公募债券、国际结算、
跨境直贷等特色业务，计划到2022年投放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贷款200亿元。
——一枝独秀入选“双百”。作为唯一

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
银行，重庆农商行正在大力推进契约化、任
期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全行改革创
新。在公司治理方面，该行严格比照国际、
国内上市规则和监管要求，用好多年来与境
内外投资机构的沟通交流渠道，持续健全完
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提升经营管理
水平。积极借鉴国际先进机构经验，在股权
结构、治理架构、董事引进等方面与国际接
轨，切实增强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有效性，为更好地支持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
奠定坚实基础。

深度参与
助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近年来，重庆农商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倾情服务社会民生，积
极助力高品质生活、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2月27日，重庆农商行
正式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成为全国第四家、中西部首
家“赤道银行”，揭开了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耕绿色
金融领域、接轨国际标准的崭新篇章。据悉，多年来，
该行一直在努力打造绿色金融名片，早在2016年，该
行就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了绿色金融五年发展规划
——将绿色经济领域作为信贷投放的重要战略方向，
全面推动信贷结构向绿色转型，从战略层面规划了适
合自身中长期发展绿色金融的蓝图。截至2019年12
月末，该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超过180亿元，较上年末
增幅达到30%以上，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全行绿色金
融发展。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多年来，该行坚守服务
“三农”初心，积极立足本业、发挥优势支持乡村振兴，
丰富金融举措推动城乡生产配套更完善、生活条件更
舒适、生态环境更优美、人文氛围更和谐，助推成渝地
区打造“近悦远来”的良好环境。如该行通过金融服务
与“三农”发展、乡村振兴相结合，从资源、产品、服务、
帮扶措施等方面着手，持续加大特色效益农业、乡村旅
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金融支持力度，保持普惠型
涉农贷款持续增长，充分体现该行服务“三农”的责任
担当。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超过
1600亿元，约占全市涉农贷款总额的30%。同时，致
力在产品和服务上提档升级，推出一批针对农村新型
消费、农村“双创”群体等的特色产品，打通农村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倾情服务社会民生。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年，作为重庆金融助力脱贫攻坚“主力军”，
该行压实责任、精准施策，确保各项金融助力脱贫攻坚
举措落地落细、做出实效。如该行坚持以产业带动脱
贫攻坚，已支持全市农业产业化企业451家、余额103.3亿元；注重以
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邀请农业专家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开展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向致富带头人、专业大户发放贷款60亿元，带动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目前，在18个贫困区县贷款余额1164.9亿元，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达95亿元。同时，该行加大政策倾斜，持续加强对医疗、
教育等民生领域支持。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民生领域贷款余额
213.6亿元。

下一步，重庆农商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
府有关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聚焦“两中心
两地”目标定位，牢牢把握战略机遇，认真履行金融国企责任担当，进
一步落地落细落实金融服务举措，不断巩固服务实体经济优势，持续
提升金融辐射能力，为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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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商行支持的重庆果园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