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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首都经济发展同行
渐近。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
家战略进程加速大背景下，华夏
银行北京分行按照“立足北京、服
务重点、联动突破”的京津冀协同
发展工作思路，积极发挥金融创
新优势，翻开了服务首都经济发
展的全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建设指
明了方向。五年来，华夏银行北京分
行始终不忘
“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初
心，牢记作为市属商业银行的崇高
使命，竭尽全力为首都经济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力。
如今，在首都建设国际一流和
谐宜居之都的历史新起点上， 华夏
银行北京分行着眼首都
“
四个中心”
城市战略定位，坚持
“
立足北京、植
根北京、服务首都”的发展宗旨，全
心全意为民生，护航辉煌新征程。

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拥抱新时代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特色、高点定位”，这是习总书记
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殷殷期
盼。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新时代，北京城市副中
心承载着历史重任。
城市绿肺大面积扩容、千余
家工业企业疏解转移、昔日水鸟
罕见的运河边如今百鸟聚集……
这些改变的背后，伴随着华夏银
行北京分行一路同行的步伐。5
年来，北京分行加大资源配置和
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通州地区企
业稳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升级、
产业基地建设、棚改等重点项目，
近几年来已持续对通州地区企业
的提供融资支持 300亿元。
通州都会生活、滨江经济、商
务中心……在一个个跃然而出的
新经济背后，是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以金融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
的足迹：为北京中心城区与通州新
城的广渠路二期工程提供贷款支
持，让通州居民最快仅用 10分钟
便可通往四环；为通州潞城镇棚户
区改造征地拆迁支付项目提供融
资支持，让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建设创造“通州速度”等。
未来之城的磁场，吸引着各
方优质资源流动，随着通州区各类
设施逐步落地，随之带来的各类金
融需求也越来越多，华夏银行北京
分行多年前就将通州地区定位为
重点区域，着力加强在通州的网点
布局和建设，逐步扩大金融服务范
围，加大服务力度。截止到 2017年
9月末，通州地区设立两家综合性
支行、一家社区支行，布放各类自
助机具40余台，其中，北京运河支
行从2016年开始筹建，今年 7月
正式开业运营，运河支行地处于通
胡大街1号，距离未来北京市行政
办公区核心区域不足 1公里，未来
在条件成熟时，将升级建设成为华
夏银行北京分行的二级分行，更好
的服务城市副中心建设。

服务疏解整治， 助力城市新
活力。

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管理部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

以服务北京实现“四个中心”的首
都战略定位为核心，以发展科技金
融、文化金融为特色，乘势而上，勇
于担当，以不懈的创新和坚守护航
全国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这
艘巨轮澎湃前行。
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服务
体系，成就创新驱动力。

作为北京市属唯一一家全国
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华夏银行于
2015年 10月设立华夏银行北京
中关村管理部，旨在全力支持中关
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积
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技
金融发展模式，为下一步全面推动
金融服务科技企业发展壮大奠定
良好基础。几年来，北京中关村管

好的发展势头，成为助推北京文
化产业发展的坚实力量。
助力和谐宜居之都建设
见证新辉煌

北京未来的宏伟蓝图，要求
落实“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同时强调
了城市的生态景观建设，突出水城
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城市
特色。近年来，在让古都焕发新颜
的历程中，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以北
京城市发展蓝图为指引，从服务首
都地区基础建设和功能区建设，到
服务百姓民生改善，以金融之力推
动着建设首都的新辉煌。

首都的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信贷支
持近 700亿元，包括了新机场轨
道线、地铁十四号线、东直门机场
快速线、大兴线等多个交通领域
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支持首都功能区建设， 助力
首都新生机。

在首都打造“高精尖”产业体
系的过程中，商务区、科技园区承
载着重要的功能。丽泽商务区作为
继金融街、CBD之后的北京市金
融产业发展“第三极”，服务于首都
金融产业布局优化。华夏银行北京
分行在了解到功能区的融资需求
后，采取总分支行三级联动模式积
极营销客户，短时间内设计出了既
符合客户融资需求又满足监管要
求的产品方案，最终运用创新模式
为丽泽商务区提供一级开发资金
数十亿元。5年来，华夏银行北京
分行先后为北京丽泽商务区、科技
商务区、
“未来科技城”项目、中关
村科技园项目等提供了上百亿元
的资金支持，助力高端产业在首都
实现更快更优质的发展。

今天，当人们驾车行驶在大
红门地区时，曾经水泄不通的道
路已经畅行无阻，这个曾是北方
地区最大的服装、鞋帽集散市场
是城市批发市场外迁的缩影。伴
随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不断推
进，许多不再符合当前产业发展
的业态，逐步实现了撤离和疏解。
在这一过程中，华夏银行北京分
行通过金融支持推动了城市的整
治提升。截至到 2017年 9月底，
支持了首钢、北汽、北京焦化等企
业外迁，为北京锦绣大地、大红门
服装城、西直河石材批发市场等
项目迁移提供金融支持。
支持协同创新， 输入产业新
血液。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华夏银
行北京分行与北京亦庄国际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对接合作成立
创新基金，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为指引，通过“产业联盟 +研究
院 +专利池 +技术交易平台 +
基金 +特色产业园”科技创新服
务为链条，协同创新，构建京津冀
产业新生态，打造服务开发区、北
京市及京津冀科技创新发展的合
作平台。
发展绿色金融， 书写生态新
华章。

雾霾锁城，是京津冀地区长
期以来的“切肤之痛”。华夏银行
北京分行倾力支持京津冀生态
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以京津冀
支持民生工程建设， 助力民
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为
生更和谐。
重点产品，着力打造“绿色银行”
近年来，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品牌。近两年来为首都绿色产业
华夏银行与北京市重点企业合作洽谈会暨签约仪式
先后为房山区棚户区改造、大兴 节能环保项目提供了信贷支持
理部作为专门服务科技企业的机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城
区旧宫和丰台区高立庄安置房、
130亿元。截至 2017年 9月末，
构，着重突出“科技金融”和“互联 市换新颜。
西城区新街口姚园棚改等多个民
支持首都绿色产业的节能环保
网 +”两个特色，全力推进科技金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又有 生领域项目提供信贷支持，累计 贷款余额达到 37.48亿元，支持
融各项创新业务的发展。
一幢城市地标拔地而起，还有下 近
300亿元。
企业共 91户。
截止 2017年 9月末，北京中 一项改变生活的科技创新或许已
与此同时，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关村管理部累计为 700余家企业 经在孕育……北京，一座让人激 以追求高品质服务为本，践行“专 局面。服务三地民生， 开创互联新
提供授信服务，其中持有高新技 动不已的城！”德国电视一台驻京
的服务理念，以智能化
2014年，华夏银行针对服务
术企业证书的企业占比约 50%， 分社社长马里奥·史密特的感慨， 业·亲情·家”
网点和亲情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三地个人客户首创推出了华夏
新三板挂牌和上市公司占比 表达了许多人对北京城市基础设 打造了新时代的“华夏服务”品牌。 京津冀协同卡，推进三地同城化
21%，单笔信用贷款最小仅 7.5万 施快速变迁的深刻印象。多年来，
服务。该卡是国内第一张为支持
元。通过信贷资金的投放，华夏银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综合运用信 护航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专门发行的
行北京分行支持了一批创新能力 托、发债、结构化融资以及创新推 翻开新篇章
银行卡。截至 2017年 6月末，累
强、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创新企业， 出的城镇化建设贷款、城镇化建
计发行京津冀协同卡 123.41万
培育了一批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相 设基金等业务，支持和服务首都
京津冀协同发展，让首都经
张。未来，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还
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来，为 济圈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渐行 将推进京津冀协同卡与京津冀
积极探索文创金融发展新模
公交一卡通两卡合一项目，实现
式，提升文化辐射力。
持京津冀协同卡即可在京津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更是城
三地乘坐公交工具，服务三地客
市发展进步的灵魂。华夏银行北
户公交出行。
京分行紧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服务首都新功能定位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
的历史机遇，深入探索“文化创意
正当时。未来，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踏上新征程
+金融创新”发展之路，紧跟政策
将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导向，有效推进文化金融的发展。
神为引领，主动提升站位，强化政
九州云起，大城定心。随着《北 截至
2017年 9月末，华夏银行北
治担当，
牢记使命、坚守初心、深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 -2035 京分行文化类贷款余额达
68亿
化改革、创新发展，履行好服务国
年）》的正式发布，一张北京城市格 元，贷款户数 325户，其中小微企
家战略实施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局和未来发展蓝图，已然绘就。在 业文化类贷款余额 25亿元，贷款
守护好服务首都经济发展的航船
首都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户数 276户，文化金融呈现出良
驶向更光辉的未来。 （王文）
都的新征程中，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2017 年 10 月 11 日，华夏银行文创产业中心暨北京文创产业管理部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