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传胜

12 月 5 日，在专家云集、高朋满座
的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第三届旅游金融论
坛暨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开业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学
武，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焦
作中旅银行董事长郑江与市领导王明
德、汪习武一同按下水晶台上的启动按
钮，一时间，大会设置的大屏幕上烟花
绚烂，宣告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盛大
开业。

“先焦作、后河南、再全国”，焦作
中旅银行郑州分行开业，是焦作中旅银
行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战略布局，是焦
作中旅银行实施战略转型、专注旅游金
融、延伸服务半径迈出的重要一步。新
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网易、新浪、
经济日报、中国旅游报、河南日报、河
南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齐聚郑州，共同
见证了这一闪耀时刻。

从一个默默无闻、体量较小的地方
城市商业银行，到闻名省内外的特色旅
游银行，焦作中旅银行不畏惧、不退
缩、不迷茫，以惊人的速度上演着涅槃
重生的巨变，在中小银行中走出了小而
精的特色创新之路。

圆梦，
“到郑州”战略规划实现了

进驻郑州、设立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
行意味着焦作中旅银行资产规模达到大
型城市商业银行标准，实现了由地方性城
市商业银行向区域性银行的转变。据悉，
截至2017年10月末，焦作中旅银行资产
总额达到653亿元，较5年前增加了4倍。

7 月 21 日，河南银监局公布《关于同
意筹建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的批复》（豫银监复【2017】200号），同
意筹建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筹建工作应自批准之日起6个月内
完成。10月17日，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
行取得河南省银监局的开业批复。河南
银监局批复下来仅几十天，12月5日，焦
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正式开业。

焦作中旅银行的前身是成立于1998
年的焦作市商业银行。2012年10月，该
行引入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现更名为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作为战略投资者，
2015 年 8 月，经河南银监局正式批复更
名为焦作中旅银行，系河南省首家具有
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双重股东背景的城
市商业银行。该行战略重组后，全面实
施战略转型，重点打造旅游金融战略板

块，为旅游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
务，努力打造最具旅游金融特色的区域
性商业银行，并奋力朝着“打造特色一
流上市银行”的目标稳步前行。

2017年，今日头条在广州时装周开
幕式上发布时尚资讯阅读生态报告，郑
州成功入选全国十大时尚城市。此次，
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的开设，将为郑
州这座时尚之都带来新的生机，集“投
资理财、循环贷款、支付结算、消费娱
乐、电子银行”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商
务专用卡——“i旅游”卡，也将为大家
带来与众不同的新体验。

在竞争激烈的省会金融市场贴身肉
搏，考验着焦作中旅银行的智慧和能
力，而“旅游+金融＋互联网”的特色
势必是其在未来的市场拓展中披荆斩棘
的利器。

定位，
专注于旅游金融

当前，我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消费新
时代，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17年国内
旅 游 人 数 49.63 亿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1.8%；入境旅游人数1.4亿人次，同比
增长 1.5%；出境旅游人数 1.28 亿人次，
同比增长5%。

“目前中国旅游业正处在黄金发展
期，这为焦作中旅银行打造旅游特色银
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旅游集
团公司将持续为焦作中旅银行提供更加
丰富的资源和平台，全力支持焦作中旅
银行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新
闻发布会上，张学武表态。他说：“焦作
中旅银行郑州分行开业是焦作中旅银行
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
件，标志着焦作中旅银行迈出了‘先焦
作、到郑州、扩河南、向全国、走世
界’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同时彰显了
中国旅游集团发展旅游金融、做强做优
做大中国第一家旅游特色银行的决心和
信心，也体现了与中国旅游集团公司血
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焦作中旅银行致力于发展旅游特色
优势，截至2017年10月末，旅游特色业
务余额104.73亿元，2017年旅游类贷款
投放 23.47 亿元，占全行新增贷款的
20.96%；累计签约合作景区50家。

焦作中旅银行之所以把“走旅游特
色”作为战略定位，除了认定旅游业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预计未来将持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的黄金行业外，还有两大原因：
一是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旅游资源极其丰
厚，可提供坚实的“后方基地”。据介绍，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打造以旅游文化为主
业，旅游地产、旅游金融及相关业务并举
的产业格局，形成了香港、内地和海外网
络布局，涵盖旅行社、在线旅游、酒店、景
区、免税、地产、金融、旅游客运、文化演
艺、邮轮、房车等相关旅游业态和细分领
域，是中国最大的旅游央企，也是目前中
国历史最悠久、旅游产业链条完整、旅游
要素齐全、经营规模大、品牌价值高的旅
游企业。“十三五”期间，中国旅游集团公
司将致力于成为我国旅游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引领者、推动我国实现旅游强国
战略的主力军和游客全球旅行的系统服
务商，努力使集团旅游主业达到“中国第
一、亚洲前茅、世界一流”，到2020年集团
整体力争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行列。在
焦作，除了闻名国内外自然景观的云台
山、青天河、神农山景区外，太极拳等人文
旅游同样享誉海内外。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河南旅游资源丰富，拥有“郑、汴、焦、
洛”黄金旅游线，这为焦作中旅银行开疆
辟土提供了丰富的施展空间。

深耕，
借力先天基因

从中国旅游集团入股的那一天起，
旅游特色就已经融入焦作中旅银行的血
液中。焦作中旅银行秉承“专于旅游、
工于匠心”理念，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六要素和“先焦作、后河
南、再全国”“先集团内、后集团外”的
拓展路径，全力推进旅游特色业务，产
融结合、融融协同发展劲头十足。

“凭借‘专于旅游’的天然基因，坚
持走‘旅游+金融+互联网’的特色化发
展之路，改革发展、不断创新，在公司
治理、特色发展、风险防控、队伍建
设、服务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跨越发
展，旅游特色业务发展从无到有，与50
多家省内外旅游企业开展业务合作，涉
及景区、酒店、旅行社、邮轮、房车等
领域，业务范围覆盖河南，并延伸到浙
江、江苏、福建、海南等 10 多个省市。
2015年正式更名为中旅银行，2016年银

行评级由3B跃升到2C。”在新闻发布会
上，郑江说。

创新至上，产品是先行军。焦作中
旅银行推出“i旅游”卡，这张集“投资
理财、循环贷款、支付结算、消费娱
乐、电子银行”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商
务专用卡，承载了焦作中旅银行耕耘旅
游产业链的希望。

“集全行之力，用1年到2年时间使
‘i旅游’卡在市场中树立地位。”焦作中
旅银行行长游翔说。如今，焦作中旅银
行将每月26日定为“i旅游”日，持卡客
户可免费游览签约景区。目前，签约景
区涵盖云台山、白云山、浮戏山、殷墟
等32家。

此外，该行不断探索“金融+酒
店”“金融+景区”“金融＋地产”等新
模式，在旅游产业链上做足文章。深耕
中原“郑、汴、焦、洛”黄金旅游线，
已与河南省旅游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积极与开封、许昌、新乡、洛阳等政
府旅游平台对接，预计未来 5 年内对河
南省内的旅游项目贷款投放将达到 200
亿元。

“全国银行业 2015 年总资产同比增
幅排名第六位”“全国银行业 2015 年净
利润同比增幅排名第八位”；荣获 《当
代金融家》杂志社评选的“第五届金口
碑特色银行”奖、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
的 “ 中 国 银 行 业 理 财 机 构 最 佳 收 益
奖”，被银登中心授予“最佳机构奖”，
被河南省银行业协会评为年度“最具创
新活力”十强银行，荣获焦作市“2016
年度企业服务先进单位”和“科技创新
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更可喜的
是，焦作中旅银行营业部被共青团中央
评为2015~2016年度“青年文明号”，这
是焦作中旅银行近年来首次获得共青团
中央的荣誉。

在 11 月 23 日到 24 日举行的 2017 年
城商行年会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曹宇
对焦作中旅银行的发展模式点赞：“有的
银行脚踏实地，深挖自身优势，努力打
造精品银行。比如焦作中旅银行，原本
是一家高风险金融机构，重组后借助股
东资源，把旅游特色作为战略定位，为
传统和创新旅游业态提供特色服务，赢
得了市场认可。”

诠释，
未来旅游金融

创新金融产品、扩展业务发展半
径……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彰显了焦作
中旅银行的“野心”——打造旅游金融
生态圈。

旅游金融生态圈是一个广泛立体、
涵盖上下游，直至终端消费者的概念，
难度大，涉及范围广，牵扯面多，焦作
中旅银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打造旅游金融生态圈，覆盖旅游产
业链G端、B端、C端的上下游，形成旅
游生态圈。G端就是旅游产业的拥有者；
B端就是商业端，比如景区、旅行社；C端
就是客户端。公司、投行、零售、小微集

体发力，借助基金、保险、融资租赁多
管齐下，围绕旅游金融生态圈，尽快形
成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游翔阐释。

G 端，借助中旅集团公司优势，加
强协同，联合信贷公司、国际融资租赁
公司、中国旅游产业基金等，为旅游项
目建设提供投融资，同时引入消费金
融、旅游保险、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
全方面多方位的金融支持。

B端，在直接向景区和酒店贷款的
同时，联合中旅集团内部景区、酒店
管理公司，共同细化金融服务方案，
通过信用贷款、股权质押贷款、收益
权质押贷款等方式，形成一个小的资
金闭环。

C端，着力打造“i旅游”卡，让用
户享受到更多折扣，积极借助线上渠道
和移动端，通过开立二类账户、电子账
户等形式，吸引更多活跃用户和潜力客
户，不断提升客户渗透度。

旅游金融巨鳄雏形已显，焦作中旅
银行将金融与旅游产业做深度融合，以终
端旅游消费者的金融需求为根本，向上延
伸至最初的旅游资源发现及规划设计，实
现旅游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成为中国最
专业的旅游银行，实现资产及收益的几何
级放大，努力成为“金融产品的推出者”

“金融服务标准的制定者”。
除了打造旅游生态圈，焦作中旅银行

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线上依托星旅
通平台，在网上再造一个焦作中旅银行。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互联网时代，旅游特色和互联网相

结合，“线上获客、线下服务”将是银行
未来发展的方向。

焦作中旅银行积极行动，谋篇布
局。借助互联网手段，通过提供消费信
贷，借助移动支付手段实现线上获客。
打破地域限制，建立线上电子账户体
系，与有场景、有客户的互联网公司合
作，坚持“场景+科技”，嵌入金融服务
功能，推动线下客户线上化，提高业务
效率，降低成本；推动长尾客户线上
化，增加客户黏性，提升客户贡献度；
推动旅游客户线上化，批量获客，打造
产品特色化品牌。

2017年，焦作中旅银行旅游特色业
务初见规模和成效，业务占比预计超过
20%。2020 年，焦作中旅银行确立“四
个 五 ” 目 标 ， 即 旅 游 类 贷 款 占 比 达
50%；旅游类存款占比接近50%；公司旅
游类授信客户占比达 50%；个人旅游类
有效客户占比达 50%，打造真正意义上
的旅游特色银行。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郑江为焦作中
旅银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努力成为
旅游界的金融专家、金融界的旅游专
家，向着中国旅游金融服务标杆、中国
旅游金融专家和中国旅游金融标准制定
者的目标努力。

这个“小目标”靠什么来实现？据
介绍，作为旅游金融领域的深耕者，焦
作中旅银行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特色、
战略、服务、价值五大优势也构成了其
核心竞争力。

旅 游 金 融 在 前 行
——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开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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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在新
闻发布会上致辞。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焦作
中旅银行董事长郑江在新闻发布会上致
辞。 （本版照片均由焦作中旅银行提供）

一流的硬件环境。

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盛大开业。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第三届旅游金融论坛暨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开业新闻发布会现场。

现代化智能化的服务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