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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推动建筑工业化、住
宅产业化和金融产业融合
发展，共建交流平台，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呼和浩特市
分行于今年9月积极参加
了2019首届内蒙古建筑工
业化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
博览会，设立展区，为往来
客户提供专业、普惠、多元
化的金融咨询服务。在为
期4天展会中，邮储银行与
国内外建筑、金融、房地产
领域的知名企业、专家和
学者进行了深度交流，为
参观企业及市民提供了大
量综合金融知识交流及多
样金融解决方案。

一、“第六大”国有银

行，表现令人惊喜

（一）成绩喜人，潜力

可期

2019年，邮储银行纳
入国有大行序列元年。行
至年中，邮储银行交出了
超出市场预期的答卷：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374.22亿
元，同比增长14.98%。

惊喜！这也许是众多投
资者对邮储银行2019上半
年表现的评价。数据显示，
截至上半年末，邮储银行拨
备覆盖率达到396.11%，是
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说
明该行具有很大的净利润
反哺空间。拨备前利润高达
684.8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8.81%。贷款总额达4.70万
亿元，存款余额约9.10万亿
元，存贷比首次突破50%，
达到51.66%。这意味着，邮
储银行盈利性资产增多，效
率不断提高。

“邮储银行净利润增速
预计比其他国有大行都高，
位居上市银行前列。作为国
有大行，背靠邮政集团，邮
储银行有着其他行无法比
拟的资源禀赋。若将其与灵
活的市场化机制相结合，未
来有望迎来业绩增长爆发
点。”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
分析师廖志明此前接受上
证报采访时表示。
（二）创新引领新零售

2019年是中国邮政开
办储金业务100周年，也是
邮储银行纳入国有大行序
列首年，“建设一流大型零
售商业银行”，是全行上下
多次强调的战略目标，也
是邮储银行正在步入的新
征程。

在新领导班子看来，
这符合邮储银行“服务社
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

‘三农’”的初心，符合邮储
银行4万个网点的独特资
源禀赋，符合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顺
应“得零售者得天下”的银

行业转型趋势。
在投行人士眼中，邮

储银行拥有扎实且独特的
零售业务基础。其中，依托
邮政集团形成的4万个网
点，既是“护城河”，也是
其迈向中国零售银行生力
军的重要抓手。

截至今年6月末，邮储
银行个人客户较上年末增
加1109.43万户，达到5.89亿
户，覆盖中国人口总量的
40%以上。

邮储银行副行长邵智
宝表示，在行业零售金融
大发展的市场形势下，邮
储银行将紧握优势，科技
赋能，综合经营，以客户为
中心，加快构建“用户引
流、客户深耕、价值挖掘”
三位一体的“新零售”发展
模式。接下来，邮储银行将
从“用户引流、客户深耕、
价值挖掘”三方面进行新
零售转型，比如通过线上
线下协同构建泛生活服务
生态圈，发力消费金融和
财富管理助推零售金融升
级发展等。
（三）“回A”后股价表

现可期

今年6月28日，中国证
监会官网披露了邮储银行A
股招股书，意味着其正式进
入IPO进程，并有望成为A股
年内最大的IPO发行者。

自2003年以来，国有大
行陆续开启财务重组和股
改上市进程，交行、建行、中
行、工行、农行先后登陆境
内外资本市场。等邮储银行
成功登陆A股，六大国有大
行“A+H”股上市进程将收
官。相较于其他国有大行，
邮储银行有更天然的零售
资源禀赋，未来成功“回A”
后，资本市场对其的关注度
和溢价都将更高。目前，该
行在港股的股价存在低估，
未来在A股的股价表现将
有更大上升空间。

二、践行普惠金融，让融

改革惠及更多市民和企业

呼和浩特市位于我国
西北部，在经济体量、金融
环境等方面相较于祖国中
东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
区，只有精耕金融的“田”，
从有限的资源中深入挖
掘，提高单位产量，使每亩
田获得更高的收益，走精
耕细作的发展之路。

在战略上坚决贯彻落
实邮储银行总行决策部
署，形成了以零售战略为
主体，公司业务、三农业务
双线并行的发展模式。打
破条线间的业务壁垒、人
员壁垒，以“客户”为重点，
以支行为核心的综合化、
一体化运营，树立以客户

为中心、以提质增效为目
标的价值创造理念。
（一）深化网点转型

邮储银行积极探索城
市支行管理模式。通过支
行全功能、各条线客户经
理支撑辖内经营支行综合
业务受理和发展，提升核
心支行内整体业务发展能
力，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更好地服务辖区内大型企
事业单位，有利于对接区
政府、做好辖区的市场金
融服务。
（二）改革推动普惠

1.巩固网点优势，助力

区域发展

呼和浩特市除城区
外，下辖四个旗县支行，拥
有城市金融圈与县域金融
圈的双重金融资源，同时
我们也处于我市加速城镇
化进程的历史契机中，这
就使我们拥有了发展城市
业务和发展三农三牧业务
的双重道路。

一方面在呼和浩特市
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
下，邮储银行拥有更便利
的地缘优势。龙头企业提
档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国
家级和自治区级重点龙头
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
争力不断提升，部分农牧
小微企业进入产业化经营

链条，龙头企业与农牧民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比例
达到81%。

另一方面在邮储银行
高覆盖的先天优势以及网
点布局下，邮储银行以我市
全力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契机，围绕与产
业链条长、集群效应好的重
点企业及具有紧密型利益
联结机制的上下游客户，继
续广泛寻求融资合作。

邮储银行将继续以零
售战略为主导，充分拓展
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的两
翼，立足城区市场，加大推
进数据库的应用，为客户
提供多元化业务支撑，积
极探索新业务模式，提升
客户体验满意度。

2.“互联网+金融”服务

新模式

着力探索互联网信贷
业务。依托城区市场，利用

“线上+线下”结合满足客
户需求，加速“网贷通”及

“卡贷通”等业务新模式的
投入和发展，加快互联网
消费贷款、优享贷、综合消
费贷款等业务发展，使客
户营销精准度和满意度得
到双提升。

在信用卡通过线上平
台实现“三点一线”，即触
点、营销点、受理点三点之

间紧密结合，迎合意向客
户“快速见效益”的线上申
请体验；整合大数据，缩短
受理过程。

扎实推进三农金融业
务发展。信用村建设工作
成效显著。组织开展村村
大走访活动，依托村委会
对接农户，极大解决的农
户贷款“贷款难、贷款贵”
的长久问题，为农户经营
新发展添注强劲推动力。

响应国家号召，力推
ETC快速普及。自2015年
起，邮储银行作为内蒙古
地区最早的ETC发行单
位，对ETC的知识普及奠
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
2019年的发展新契机上，邮
储银行再一次作为交通历
史大发展的排头兵，引领
ETC市场发展，保障ETC资
金清分结算的顺利进行，优
质完成内蒙古在全国高速
ETC资金结算工作。
（三）加速科技赋能转

型打造智慧型“新零售”银行

邮储银行科技创新的成
果不断涌现，涵盖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包括区
块链等诸多方面。其中，云
计算方面已经有渠道管理
平台、手机银行、个人网上
银行、自助银行、移动展业
等42个系统实现私有云平

台部署，日交易量超过1.75
亿笔，全行超过64%的交易
通过云平台完成。在人工
智能方面，基于深度学习
技术的智能客服业务量占
客服中心业务量38%，问答
准确率达94%，提升了客户
体验；基于智能票据识别
的远程授权机器人项目已
全国推广，替代近20%的人
工录入作业量，识别成功
率达到93%；在区块链方
面，已经上线基于区块链
的U链托管业务系统和U
链福费廷业务系统，其中U
链福费廷业务系统实现了
跨行国内信用证全流程链
上交易、国内信用证项下
贸易金融资产信息撮合、
资产交易和业务全流程管
理四大核心功能。

下一步，邮储银行将
坚持规划引领、科技赋能，
借助金融科技大力推进数
字化转型，着力打造智慧
型“新零售”银行。全力推
进邮储银行“十三五”IT规
划的举措；继续强化、加大
信息科技队伍建设，尤其
是面向市场的体制机制改
革；进一步深化大数据的治
理和应用，实现大数据应用
全过程、自主化、智能化模
式；推进技术与业务的深度
融合，进行创新赋能，积极
推 进 敏 捷 开 发 ， 加 大

“ABCD+5G”[ABCD即：人
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
Chain）、云计算（Cloud）、大
数据（Data）]的应用，全方位
提升客户体验；广泛开展对
外合作，以开放的心态打造
共享平台，在与蚂蚁金服、
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合
作良好的发展态势基础上，
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互利
共赢。

三、不忘初心，未来可期

2019年下半年，邮储
银行将继续坚持“打造优
秀重点城市分行”的远景
战略定位不动摇，以城市
业务为核心，依托城乡二
元结构，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加快改革的步伐，切实防
范金融风险。邮储银行还
将全面落实普惠助力呼和
浩特市经济发展，整合人、
财、物资源，不断改革创
新，以优质的金融服务及
产品嵌入企业、百姓日常
生产经营及生活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在区市两
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利好政策指引下，携手
并肩，实现城市金融与每
一个中国梦振翅同飞，为
呼和浩特市经济的蓬勃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积极践行
“普惠金融”履行大行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