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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记者 姜宁

一体两翼的集团化协同发
展彰显成效、迈入中等银行序
列；聚焦主业，服务实体展现新
作为；优化结构，稳健发展构筑
新基石；数字化转型再加速等
都是青岛银行2021年报的最大
看点。

双提升与集团化

“双轮驱动”

2021年，青岛银行稳步实
施业务和管理双提升计划，管
理提升向纵深推进，以科技赋
能发展、业务审批转型及运营
管理优化为助力，升级客户体
验、优化系统流程、驱动业务发
展。

同时，青岛银行强化一体
两翼的集团化协同发展。青银
金租围绕母行战略，探索惠农、
蓝色海洋、绿色金融等特色业
务领域，2021年，新增租赁资产
投放66 . 99亿元，资产规模站稳
百亿关口。青银理财持续拓展
代销和直销渠道，截至2021年
末，理财规模1,678 . 04亿元，管
理资产规模1,817 . 45亿元。

在双提升和集团化发展驱
动下，青岛银行经营业绩实现
稳健增长。截至2021年末，青岛
银行总资产突破5,000亿元，达
到5 , 222 . 50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624 . 22亿元，增长13 . 58%，
跨入中型银行序列。该行存款
总额达3 ,135 . 25亿元，贷款总
额达2 ,442 . 05亿元，同比增幅
分别达到两位数，营业收入突
破110亿元。

同时，青岛银行积极探寻
特色化发展新路径。2021年，青
岛银行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
际金融公司( IFC)合作推广的

蓝色金融项目取得阶段性成
果——— 制定全球首个蓝色资产
分类标准、举办蓝色金融发布
会 、蓝 色 金 融 贷 款 余 额 达
114 . 27亿元。该行蓝色金融项
目广受国内外关注，2021年12
月，青岛银行蓝色金融项目摘
得国际金融论坛“2021全球绿
色金融创新奖”。

2021年，青岛银行进一步
强化全面风险管理能力，风控
强基，筑牢发展基石。年度内，
青岛银行集团统一授信和信用
风险并表管理系统正式上线，
实现授信业务的总行管控和一
体化运行。同时，该行持续加强
资产质量全面管控，截至2021
年 末 ，青 岛 银 行 不 良 贷 款 率
1 . 34%，较上年末下降0 . 17个
百分点。

服务实体经济

交出高分答卷

作为区域性法人银行，精
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践行普
惠金融之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担当。2021年，青岛银行与山
东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借力这份初心与执着，青岛银
行服务实体经济交出高分答
卷。

紧跟国家宏观政策，2021
年，青岛银行进一步加大新基
建、海洋战略新兴产业、高端制
造、民生保障以及普惠金融等
方面的信贷投入，积极响应“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培育
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
新。2021年，青岛银行先后推出
山东省内法人银行首个绿色供
应链金融产品“碳E链”、发放山
东省首笔碳中和贷款等，强化
绿色产品与服务创新，丰富绿
色金融谱系。

作为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具
有B类主承销商独立主承资格
的法人金融机构，青岛银行坚
持把握市场动态，不断创新市
场工具，为山东省内优质企业
提供综合融资解决方案。2021
年，青岛银行承销发行山东省
首单碳中和债券、山东省首单
公募项目收益票据、青岛市首
单权益出资票据等，以多样化
的产品配置，满足不同客户的
融资需求。

同时，青岛银行强化普惠
小微客户金融支持力度，积极
支持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满足现代农业全产业链金融服
务需求，持续提高金融服务乡
村 振 兴 的 能 力 与 水 平 。截 至
2021年末，青岛银行普惠型小
微贷款余额220 . 06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21 . 14%，高于该行各
项贷款增速。截至2021年末，该
行涉农贷款余额469 . 42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50 . 86亿元。

2021年，青岛银行“客群”
体系建设进一步夯实。该行拓
宽零售服务领域，下沉金融服
务到农村。截至2021年末，青岛
银行签约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
2 , 7 05家，立足青岛、布局全省
的惠农金融战略已初具雏形。
2021年，青岛银行开业十家社
区支行，“幸福邻里”深入社区，

“党建+志愿”的新模式打开了
服务社区新天地。截至2021年
末，青岛银行零售客户总数达
822万户，较上年末增长189万
户。

青岛银行公司业务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深度聚焦客群建
设，持续推进“双基战略”，扩户
提质，实现客群数量和质量的
双提升。2021年，青岛银行结合
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规划和省
市产业发展规划，确定重点发

展方向，强化对上市和拟上市、
专精特新、绿色金融、蓝色金
融、碳金融等企业的支持力度，
对专精特新、先进制造业、供应
链等方向快速行动，力争形成
规模优势。

数字化转型再发力

2021年，青岛银行纵深推
进数字化转型，围绕服务创新、
科技融合、业务转型等开展了
一系列创新与实践，积极探索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5G等新技术的实践应用，
聚焦创新赋能、科技服务、数据
治理与数字化运营，全面深化
科技与业务的融合，助推业务
发展。

2021年，青岛银行顺利完
成智慧网点三期、零售智能营
销、无界信用卡发卡、星云智慧
信贷平台、智慧办公等54个项
目投产，新启动IT项目46项，进
一步增强科技对业务发展和风
险防控的战略支撑能力。

零售金融方面，青岛银行
顺利投产零售智能营销体系、
智慧房贷、“5G+生态”智慧网
点3 . 0、无界信用卡发卡、信用
卡远程面签等项目，创新打造
海融易贷、美团生意贷、平安无
抵押大额经营贷等全线个贷金
融产品，全面升级手机银行6 . 0
版本，加速特色化金融服务的

“移动化、线上化、数字化”。
公司金融启动对公智能营

销管理平台、对公业务综合运
营平台、线上营业厅三位一体
的对公数字化运营体系建设，
完成电子信用证二期、对公智
能CRM升级等项目上线；实现
国内信用证业务的全流程电子
化以及供应链金融上下游八大
场景全部线上化，全面推动对

公业务数字化转型。
智能风险管控方面，打造端

到端一体化金融交易风险智能管
控平台，实现对金融交易风险的
智能管控；“鹰眼360智能风控平
台”完成二期建设，全年发现并
堵截重大风险账户4,016户，有
效保障客户信息和资金安全。

服务价值再提升

服务是金融机构永恒的话
题，一直以来，青岛银行始终坚
持“ 青 馨 服 务 ”的 发 展 特 色 ，
2021年，以智能化、数字化升级
为契机，打造“产品体验+服务
体验”双轮驱动服务管理模式，
展开一系列服务价值化提升工
作，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围绕零售客群经营，青岛
银行实践服务价值化获客能力
建设，深化厅堂一体化服务能
力，应用“友好性、易得性、专业
性”新标准、新方法、新模式落
地服务体验3 . 0，由服务质量管
理向服务体验管理转型，强化
该行全渠道客户体验。该行全
面推进投诉溯源改进管理提升
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源
头治理，建立辅导型的问题解
决机制，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抢抓人工智能机遇，
以技术创新切实提升服务体
验。全面推进智能AI技术在多
场景用户体验中的应用与建
设。2021年，青岛银行AI机器人
客户咨询服务全渠道铺设完
成，累计服务用户量突破300万
人次。

2021年，青岛银行五度入选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亚洲品
牌500强”，连续六年荣获全球服
务领域的最高奖项“五星钻石
奖”，品牌美誉度持续提升。

资产总额突破5000亿元，净利润增长22 . 01%

青岛银行发布2021年报

小小一张银行卡，包含了多
少回忆与希冀。

或开启了你的青春岁月，或
见证了一段纯真恋爱，或寄托了
对未来的满怀向往，又或是承载
了家人之间的浓重亲情。关于你
的银行卡，你有哪些故事愿意与
大家分享呢？

20年前的3月，承载着实现各
家银行之间的互联互通，中国银
联登上历史舞台，银行卡这一事
物也得以更加便捷地服务千万用
户，走进更多家庭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银联成立20周年之
际，中国银联山东分公司联合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发起“一张银
联卡、满满岁月情”征文活动。这
一次，我们希望可以听到关于你
的那些，由一张银行卡延展而生
的故事。

本次征文以“一张银联卡
满满岁月情”为主题，广大中国银
联卡用户可通过一篇400字左右
的短文，讲述你对这张卡的回忆
与憧憬。要求内容客观、真实，富
有真情实感，语言简明、鲜活，生
动活泼。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

票后，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若
干名，分别奖励1000元、800元和
500元的云闪付现金红包。

此次投稿作品应当为作者原
创且为版权所有，不得一稿多投，
以往参加各类比赛的获奖作品不
得重复投稿。涉及著作权、肖像
权、名誉权、隐私权或其他第三方
利益的，应当由作者自行解决。

同时，对于获奖的优秀征文，
将在齐鲁晚报等主流媒体以及

“银联山东”微信公众号上择优刊
发，刊发的优秀及获奖作品不再
另付稿酬。所有获奖用户，将获赠
本次活动优秀作品汇编宣传册，
以作永久留念。

联系电话：0531-85196318
报名方式：微信扫描下方二

维码即可报名

齐鲁晚报记者 韩晓婉

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层
出不穷，出租、出借、出售、
购买银行账户等违法行为为犯
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洗
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便
利，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
序。为保护广大居民银行账户
资金安全和合法权益，有效防
范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工
商银行济南分行积极践行为民
服务初心，按照各级工作部
署，积极推进“断卡”行动，
注重从办卡源头防范风险，有
效遏制了不法办卡行为发生，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加强组织推动。该行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断
卡”行动工作要求，使全员充
分认识开展“断卡”行动的重
要意义。组织制定“断卡行
动”工作措施，层层细化操作
流程，并严格落实确保执行到
位。

执行三个“坚决不办”原

则，防范新开账户风险。做好
客户开户前的“尽职调查”。
从了解客户的角度出发，首先
询问客户办卡用途，对用途不
明者，坚决不办；对自称开卡
是为了发放工资客户，通过
“企查查”进一步核实发放工
资单位信息，拨打联系电话核
实情况是否属实，信息不实
者，坚决不办；利用工行系统
内线上平台核实客户手机号是
否实名认证，对系统反馈未实
名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如果
客户无法提供有效依据，坚决
不办。三个“坚决不办”，从
开户源头确保客户信息真实，
有效防范风险。

与公安部门联手，共筑防
电信诈骗防火墙。组织全行员
工关注区域公安全机关微信公
众号，随时查看公安机关发布
的“断卡”行动预警信息。对
于预警信息为中危及以上级别
办卡人员，审慎办理或不办
理，确保合格一个新办一个；
引导客户扫描网点通过公安机

关微信公众号生成的二维码，
实现与公安机关的双向信息共
享，如果客户是涉案人员，公
安机关会及时给我行工作人员
推送风险提醒信息。

利用网点阵地优势，广泛
开展宣传。如：在厅堂摆放防
电信诈骗宣传资料、利用海报
机、电子门楣滚动播放关于非
法买卖银行卡相关视频及宣传
标语，对来网点的客户进行面
对面宣传，发放“断卡”行动
宣传册，引导客户关注国家反
诈中心App、百脉泉畔微信公
众号等。同时，利用业余时间
进社区、商圈、乡镇等进行防
电信诈骗宣传，介绍电信诈骗
的形式、手法和危害，提醒大
家防范电信诈骗的技巧、方式
方法等，提升公众防范电信诈
骗的意识和规范用卡的意识，
助力断卡行动。

下一步，工商银行济南分
行将继续践行为民服务初心，
更高质量履行工商银行国有大
行社会责任。

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守护百姓“钱袋子”

工商银行济南分行多举措推进“断卡”行动

一张银联卡 满满岁月情
中国银联成立20周年征文开始

现金红包大奖等你拿

自3月中旬以来，多家上市银行密集披露年报。3月25日，青岛银行交出了2021年“成绩单”。

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青岛银行资产总额达5,222 . 50亿元，负债总额4,889 . 22亿元，资本充足率15 . 83%，不良贷

款率1 . 34%，比上年末下降0 . 17个百分点，累计实现净利润29 . 9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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