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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金融活水润民生 初心不改立新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紧抓时代脉搏
●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服务初心
●砥砺前行，深耕“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一流品牌”

近日，明晟（MSCI）公司发布2020年全球环境、社会和治
理（ESG）评级，兴业银行获A级评级，这也是该行继2019年
评级由“BBB”上调至“A”以来，连续第二年位列国内银行业
最高评级。

MSCI认为，维持A类评级一方面得益于兴业银行绿色
金融规模不断增长，提前实现2020年“两个一万”（绿色金融
融资余额突破一万亿元、客户数突破一万户）的绿色金融中
期目标；另一方面是该行持续强化ESG管理体系建设，在融
资中充分考虑环境和社会影响因素，将公司治理纳入评价体
系，体现了领先的商业道德政策。

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率先将可持续发展提
升到企业战略和公司治理层面，并将绿色金融作为集团战略
核心业务，从组织架构、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了全
面支持，建立了完善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开创了“寓义

于利”的社会责任实践模式，走出了一条兼顾国际标准和中
国特色的ESG实践之路。

兴业银行“寓义于利”ESG实践模式由绿色金融发轫，并
随着业务发展，不断拓展至养老金融、小微金融、三农等普惠
金融领域，不断强化自身ESG表现，为银行业探索形成商业
可持续的ESG模式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截至2020
年9月末，该行服务老年客户超过1500万人，管理养老金融、
综合金融资产超过1.2万亿元；民营企业贷款余额7810亿
元，同比增长15.48%；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29亿元，
同比增长49%；涉农贷款余额4443亿元，较年初增长14%。

兴萱
相关链接：明晟公司是全球最大指数公司，其MSCI指数

是全球资产管理者投资决策与数据分析的重要依据，是采用
度最高的基准指数之一。

明晟发布ESG评级

兴业银行连续第二年获评A级

2020年注定不凡，这一年不仅是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亦是“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再出发的
起步之年。这一年，常州人以“勇争一
流、耻为二手”的精神提振士气、确定目
标、锐意进取，开启了“强富美高”新常
州的华美篇章。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2020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深入推进“打造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一流
品牌”的战略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业务
发展，坚决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
位，在常州精神的引领下，紧抓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脉搏，以智慧、
勇气和担当，砥砺前行，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据悉，在英国《银行家》杂
志发布的“2020年全球银行1000强”
榜单中，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在入围的中
国农商行中跻身前10，位居总榜单的第
330位，较上一年的排名上升了8位。

2020年，该行积极顺应国家引导
银行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始终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助推城
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切实
加大金融支持和信贷投放，在供给侧和
需求侧两端发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截至2020年11月末，该行
资产总额 4106.80 亿元，比年初增加
220.69亿元，增幅5.68%；各项存款余
额3034.29亿元，比年初增加409.60亿
元 ，增 幅 15.61%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2266.05亿元，比年初增加300.61亿元，
增幅15.29%，存、贷款规模继续保持常
州同业和省联社系统第一，成为地方银
行深度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最生动的注解。

精准滴灌，赋能乡村振兴,
助力美丽乡村在常州土地上绽放

作为为农而生、因农而兴的地方法
人银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始终坚守

“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助推城乡一
体化经济发展”的服务宗旨，将服务乡
村振兴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

该行依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背景，通过开展“百行进万企”“支持
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等活动，精准滴灌，将金融服务送到常
州的田间垄头。不仅支持了传统农业，
还积极支持农业产业链延伸，对农业电
子商务、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新业态
发展，在信贷计划上予以倾斜，优先满
足融资需求。不仅实现村银企供求互
补、联合发展，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
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亦助力我市
加快打造“产业结构优、质量效益高、经
营主体强、技术装备精、路径模式新”的
乡村产业体系。

同时，作为全国首批“三权”抵押贷
款的试点银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坚持
将“三权”抵押贷款业务作为乡村振兴
试点示范工作的重要抓手，尤其对辖内
乡镇企业，重点宣传该行的集体土地入
市贷款和“农建地”抵押贷款，盘活农村
金融资产。

截至2020年11月末，该行涉农及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07.14亿元，比年
初增加226.26亿元。

2020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荣获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十佳农商银
行”称号。

金融活水，助力“六稳六保”，
为地方实体经济“蓄势”发力

一场疫情的裹挟之下，诸多企业受
到冲击。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紧跟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化转型、创新发
展、管控风险，始终坚守金融抗疫一线，
维护“六稳”、促进“六保”，多措并举、精
准施策，为企业纾困解难，为地方实体
经济发展注活水、蓄势能。

为更好地践行支农支小的初心使
命和市场定位，该行紧密围绕省联社

“推进三访三增 助力六稳六保”专项
竞赛活动要求，压实主体责任，主动担
当作为，制定优惠政策，全力为“六稳”

“六保”注入金融活水。一是“延”。按

照“应延尽延”要求，开展对符合政策条
件的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工作，
截至2020年11月末，共为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金额共74.24亿
元，累计延期率达到 79.6%。二是

“降”。持续加大服务收费价格优惠力
度，对一些收费项目进行了优惠减免。
截至2020年11月末，累计为2500余户
企业降低和减少利息金额3.85亿元，为
583户企业减免费用616万元。三是

“转”。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强化精准
对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
问题，该行在前期增加信贷投放、加大
创业扶持、深化政银企合作等系列信贷
举措的基础上，还运用“周转易”产品进
行无还本续贷，解决企业“转贷难、转贷
贵”，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截至2020
年11月末，该行已对6181户小微企业
提供转续贷资金557.19亿元。

此外，该行发行全国农商行首批疫
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募集资金专款专
用；与市工信局建立疫情防控应急融资
工作机制，提供专项融资额度50亿元，
支持全市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
复工复产。截至2020年11月末，该行
本地制造业贷款余额475.6亿元，比年
初增加23.92亿元。

数字无声，背后彰显的却是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对疫情之下地方实体经济
的牵挂，亦是多年来，该行以高质量金
融服务倾力支持地方经济的初衷使
然。注的是金融活水，连接的是与新兴
产业、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小微客户等
客户群体的深厚情谊。

科技引领，聚力创新服务，
点燃科技创新发展“新引擎”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变”是时
代发展的宗旨，在当下商业银行“零售
为王”的发展背景下，江南人顺势而为，
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金融服
务，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感和获得感。

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却是服务
初心。疫情期间，该行推出“手机银行+

远程银行”线上金融服务，方便客户随
时随地在线办理业务。目前，该行线上
金融服务已涵盖存款、理财、信用卡分
期、在线申贷、自主用信等多种投融资
业务品种，远程银行在线客服还可为客
户提供卡激活、密码重置、理财、基金签
约等服务，全方位满足客户差异化服务
需求，确保金融服务不断档。此外，该
行还大幅增加线上融资投放规模，鼓励
引导客户线上申贷、用款、还款。截至
2020年11月末，该行客户线上申贷户
数占比60%左右、用款户数占比15%
左右。

另一方面，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把场
景银行建设作为经营发展的着力点与
创新点，借助金融科技赋能，加快金融
服务场景的融合、创新与拓展，为客户
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努力构建
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
态。这一年，该行为学校、政府部门、优
质企业定制解决方案，最终获取C端、B
端、G端多方客户，为进一步提供高质
量服务打下基础。同时，该行加快推进
行业银行建设，重点做好医疗卫生、汽
车及零配件以及智能制造行业建设，通
过选取核心企业，为其提供现金管理等
多方面金融、非金融服务，带动公司、零
售业务全面发展。

通过江南银行 App 连通所有渠
道，让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的服务延伸到
客户手边，该行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度，
积极将客户体验纳入到App迭代升级
中，提升客户满意度。截至2020年11
月末，该行共有二维码支付商户13.01
万户，交易笔数共计9519万笔，行业涵
盖餐饮、商超、医疗、停车、百货等。

2020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被中
国地方金融评为“十佳科技创新银行”。

党建引领，践行核心价值，
铸就“江南文化”品牌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金融改
革发展不偏离正确方向。近年来，江

南农村商业银行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发
展，坚决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
位，重点围绕“加强党的建设、激发党
员活力、抓牢责任落实”三个方面精准
施策，逐步探索“党建+”的新模式，努
力实现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机制深度
融合，党的建设与业务经营深度融合，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截至目前，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设置
了12个二级党委、90个党支部，“把支
部建在网点上”，保证党组织力量没有

“空白点”。目前，该行党员1603人，奋
战在全行的各条战线，积极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该行对“四强”示范党
支部创建单位进行“挂牌亮责”，时刻提
醒支部全体党员同志发挥模范作用，相
互督促助推创建。制定党建工作评价
办法，将党建履职情况纳入考核，夯实
党建责任主体工作落实基础。持续推
动辖内各支行与企业、村委、街道和政
府部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将党建优
势转化为业务发展优势。

如今，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构建
起了较为完整的企业核心价值体系
——“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助推
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银行使命；

“打造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一流品牌”的
银行愿景；“精耕细作，立己利他”的企
业精神；“沟通、担当、利他、人本、宽
容、创新”的银行核心价值观。

在核心价值体系的驱动下，在党建
引领下，江南人不仅夯实业务，还认真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铸
就品牌文化。成立“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公益基金”，连续5年向常州红十字
会定向捐赠资金100万元，专门用于常
州地区的人道主义救助和支持慈善公
益事业；向新疆乌恰县黑孜苇小学、淮
安周恩来红军小学、丹阳练湖中心小
学捐款捐物共计289.87万元；积极组
织开展慈善一日捐和献血活动；疫情
期间，该行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共募集
爱心款76.5万余元，款项定向用于常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疫情防控，以实际
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力量。

初心不改，践行普惠金融，
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同
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扩大有
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的潜力很大。巨
大的内需规模和需求结构的加快转型升
级，是我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

新的一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将坚
守市场定位不动摇。始终坚守支农支
小主责己任，把乡村振兴、实体制造、民
营小微、普惠金融作为服务重点，找准
空白点、潜力点、增长点，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大局意识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行
业正向价值能量。

新的一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将坚
守普惠金融服务不动摇。依托“本土
本乡”情结和人缘地缘优势，持续加大
乡村地区渠道建设力度、综合运用网
上银行、助农取款点、自助银行、综合
网点等多种渠道形态，延伸金融服务
触角，填补金融服务空白地区，助力实
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服
务不出镇”。

新的一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将充
分利用多重机遇叠加的乘数效应，加强
远程银行渠道建设，加深与互联网平台
合作，突出特色化产品定制，助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把握绿色金融的发展契
机，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地
方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的一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将积
极顺应国家引导银行业回归服务实体
经济的导向，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明
确构建消费大市场、强化支持实体经
济等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机遇面前，
加大金融支持和信贷投放，在供给侧
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

（陈跃中 陈根山 马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