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支持的保山至泸水
高速公路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牵头组建银团支持
的沪昆高铁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支持的贡山县南大门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向昭通市彝良县柳溪乡白虾村捐款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支持的老挝南欧江电站一期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开展助学贷款政策宣传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支持洱海治理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支持的老挝万象至万荣高速公路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在泸水市叶子花居社区安置点开
展农业技能培训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组织青年员工送温暖进养老院











——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20 年 9 月，云南分行党委班子成员、专家、各部室总经理
助理以上领导干部、部分党员代表共计 98 人到昆明市纪律教
育基地进行警示教育学习。



宜毕高速公路项目由工行云南省分行牵头，与全省 13
家银行组成银团为该项目提供 119 亿贷款支持。



工行大理分行到大理科技管理中等职业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云网点服务宣传图

2020 年 7 月，工行云南省分行与省商务厅在昆明
签署《“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合作协议》。





2020 年 9 月，工行瑞丽支行员工协助医护人员完成了
1455 人的核酸检测工作。

2020 年 8 月，工行云南省分行向云南省教育厅捐赠
100 万元，定向支持昭通镇雄县“控辍保学”项目。



怒江分行向挂联的路嘎和吓嘎斗 2 个村小组捐赠发放 1 万株
草果苗，扶持当地特色种植业发展。

昭通威信支行恢复成立





云南省分行与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

云南省分行与国家电投集团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



云南省分行获赠“扶贫助困、大爱无疆”牌匾

农行文山广南支行进村上门开展农户信息建档工作



2020 年 11 月 5 日 云南省分行与农业农村厅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积极参与稳企业保就业客户向中国银行红河分行赠送感谢信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加强银企合作，为稳外贸提供
全方位金融支持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助力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成功为自贸区客户办理首笔电
子单证审核业务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牵头云南省自律机制落地优质
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政策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打造客户经理云工作室，支持抗
疫和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员工为客户提供贴
身暖心服务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捐资为贫困村建设桥梁、购买防疫物资

中国银行普洱分行向挂包贫困村捐赠资金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联手宁波分行跨省助力脱贫攻坚 脱贫后的中国银行曲靖分行帮扶贫困村师宗县豆温村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

云南建行同省政府进行合作协议签约

贷款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上门为滇中引水项目服务



裕农通服务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过善融商务推动涉农产品销售，架起脱贫“鹊桥”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万万高速”通车仪式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与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组织援鄂无偿献血活动









怒江瓦姑茶种植加工庄园

企业种植示范基地



文山州普者黑有轨电车 4 号线首批车辆接车仪式 .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单位于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街道办开展联合
党建活动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牵头武昆股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
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银团贷款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向援鄂医疗队赠送保险及医疗物资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开展“爱心筑梦未来 共享快乐时
光”六一亲子活动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举行特色企业文化——正道文化发
布仪式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开展职工趣味运动会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翡翠湾支行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宣传活动





——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疫情期间免费为客户提供口罩等防护用品

94 年员工钟紫嫣主动申请驻村支教



扶贫工作受扶贫点认可 党委书记、行长一行赴扶贫点开展慰问调研工作

定期组织开展客户回馈活动



积极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疫情期间该行辖属网点看望社区工作者 组织员工积极参与献血

在昆滇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昆明市五华区总工会授牌该行首个职工驿站



参加昆明高新区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启用暨云南
省知识产权示范区授牌仪式

新昆华医院医疗云项目正式上线



为扶贫点搭建“光大马散”农贸集市

举办“魅力云南，扶贫有我”公益扶贫电商直播活动



分行积极协调疫情期间为企业捐赠消毒用品





昆明分行深入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调研客户服
务需求

昆明分行与云天化集团签署数字化产业金融合作协议



昆明分行驻村扶贫干部李迎春在当地村民家中了解生
活生产情况，18 年的接续扶贫工作让他与当地群众结
下深厚情谊



昆明分行重阳节期间探望敬老院老人





——广发银行昆明分行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

广发银行昆明分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广发银行到定点扶贫村调研

重楼产业基地 重楼采收回购仪式



广发路灯广发路——致富路

向“新排养殖”发放 2000 万元的精准扶贫贷款

广发红映衬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爱心捐赠意外保险



多措并举筑牢防疫“生命线”

绿色信贷解企业燃眉之急

驻村工作队在卡点值守



团委组织爱心筹款 青年员工主动为分行采购防疫物资

广发银行昆明分行到企业调研，支持复工复产



智能机具



首家企业注册登 记电子化“服务站

客户体验企业注册登记“一站式”服务

人民调解工作室



召开消保委员会会议

送金融知识进校园

送金融知识进社区

送金融知识进商圈送金融知识下乡

送金融知识进企业





召开青年员工座谈会 建设职工之家

演讲选手风采

慰问困难女职工慰问扶贫驻村工作队员



捐赠“云青筹 . 爱心助学”公益项目筹款 捐赠爱心暖冬物













为疫情开辟绿色通道，助力跨境采购



厅堂员工做好防护措施



招银维的板栗加工厂正在加工板栗 招银维的板栗加工厂鸟瞰



招商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融资产品体系





“青春有招，相约仲夏”青年员工联谊活动 “热血抗‘疫’，为爱逆行”爱心志愿献血活动



与客户单位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浦发银行昆明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参加昆明医科大学援鄂医疗队捐赠仪式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党支部与企业党建共建活动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深入企业考察复工复产情况



文山州首笔防汛抗洪贷款落地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为
砚山县筑牢安全防线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慰问老年客户









——富滇银行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



富滇银行召开纪念建党 99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重温入
党誓词



富滇银行员工为客户宣讲“百千万”行动计划



富滇银行员工深入果园走访调研



富滇银行开展 2020 年结对帮扶干部遍访贫困对象行动



富滇银行向湖北咸宁捐赠物资



2020 年曲靖市商业银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2020 年 7 月曲靖市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中心开业仪式



曲靖市商业银行会泽支行内训师为治补村村民
讲解金融知识

曲靖市商业银行南苑路支行帮助老人办理业务







 -—云南红塔银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红十字会人道勋章



到农户家中上门现场采集信息资料、评级授信

为独龙族群众发放社保卡



向贫困户了解山羊养殖情况



金融知识进校园





















东亚银行昆明分行操作风险培训

东亚银行昆明分行征信宣传活动



“浓情粽意 艾在手心”2020 东亚中国昆
明分行端午节关爱活动









中国信达云南分公司对口帮扶出真招 产业扶贫见实效



中国信达云南分公司 “庆国庆、迎中秋”活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分公司灵活调整云南新新华医院付款期限，助力医院疫
情防控工作。





在口罩紧缺时期，分公司努力凑集口罩支持挂钩扶贫点
抗疫。



分公司向大关县天星镇绿南村捐赠办公家具。



前往嘎娘乡中心学校进行实地调研

与元阳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进行
座谈

参加嘎娘乡“国家扶贫日”经验交流座谈会

▲ 参加嘎娘乡“国家扶
贫日”表彰活动

参加嘎娘乡“国家扶贫
日”表彰活动，获“扶
贫先进集体”称号

▲



开展“战疫情 学雷锋 志愿同行”志愿服
务活动

开展“战疫情 学雷锋 志愿同行”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秋冬季摘苹果团建活动





老山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党日 - 参观支前参战陈列馆

老山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党日 - 支前参战陈列馆前合影老山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党日 - 悼念英烈









2020 年 8 月，云南信托的员工及家属在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桃园社区龙池山植树造林



2020 年 6 月疫情期间，云南信托扶贫工作组到云
里厂小学教室为获奖学生颁发助学金和奖状

2020 年 11 月，云南信托扶贫工作组在扶贫点云里厂小
学举行云南信托“大爱星火”爱心助学金颁奖仪式





融合与创新工作坊 中高层团队系统教练工作坊









——昆明五华长江村镇银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参加志愿者活动  免费义诊

搬迁网点厂口支行开业

深入乡村振兴工作



党校参加警示教育活动



整村授信签约仪式



——曲靖会泽长江村镇银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曲靖会泽长江村镇银行深入会泽实地调研石榴产业发展 钟屏支行开业揭牌



党风廉政建设

服务易地搬迁群众



为抗疫捐款志愿服务活动



公益宣传



党建学习



消费者权益保护

疫情捐赠证书

服务地方经济



深耕责任田  整村授信

入工地为农民工开卡

进村入户宣传



客户经理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扶贫政策

疫情期间外出宣传



—文山马关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到花枝格村委会开展“整村授信”签约仪式

该行员工到马关兴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服务 该行员工向马关兴达建材有限公司员工宣传人民币防伪
识别要点



该行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2020 年 4 月 7 日该行员工至丘北县政府门口迎接援鄂抗
疫英雄归来

该行向红十字会捐款的感谢信

2020 年该行员工参加爱卫行动    清理小广告







深耕责任田，与村湾签订协议

宾居支行开业

慰问老兵户外拓展



爱心捐赠 自发捐款

与农资公司签约授信

员工技能比赛









延期还本客户现场走访

支持复工复产产业地现场走访



西山乡政府金融服务站上牌

▲

村委会移动开卡，开展金融服务

▲



高管带领客户经理对接村委会

大额贷款证授信仪式



大理长江村镇银行首届职工运动会

勤运动、强免疫





















参观红军长征纪念馆

体验长征路



实地走访企业，了解经营情况及困难 客户经理上门对接商户融资需求

走访农户家中，加大春耕春种金融支持



现场走访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上门了解建材城商户经营困难 客户经理实地走访



丽江玉龙长江村镇银行认真了解贫困户家庭情况

驻村工作队队长讲解扶贫贷款政策 与贫困户座谈，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及需求



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



该行“深耕责任田”玉龙县乡镇覆盖情况

▲

15 个乡镇完成金融服务联系点的建立

丽江玉龙长江村镇银行为各个村委进行
整村授信

丽江玉龙长江村镇银行走访各个村湾

客户经理在玉龙县各个乡镇建立金融服
务联系点



与各个村委会签订金融合作协议 不畏险阻，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玉龙县奉科镇金融服务联系点

现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办理“精准扶贫”贷款 将金融服务送到每位农户手中



“露天”KTV 端午节“社区包粽子”





金融知识万里行











普惠金融 - 讨论落实惠农政策



慰问困难员工







到长岭岗村开展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活动 到潞江镇入户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到大堡子社区慰问



陪同检查团队到西河茶叶种植合作社调查

为知青社区采购及安装路灯

▲

举办员工冬季运动会



开展青年员工演讲比赛

到三馆广场摆地摊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参与贷前调查，严把客户准入



开展产品营销宣传活动



开展“普惠小微、争创佳绩”劳动竞赛宣传活动





2020 年 11 月，我行客户经理外出洒海村调查















——昆明马金铺中成村镇银行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











































我行组织志愿者拾垃圾



金融宣传



便民设施



农易贷受好评





















乡镇网点 网点自助设备































——腾冲民生村镇银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腾冲民生村镇银行到到腾冲市马站乡兴龙社区开展了
金融知识的宣传活动







腾冲民生村镇银行到腾冲市公安局进行疫情捐赠

▲ 腾冲民生村镇银行开展重阳节活动























——昆明宜良融丰村镇银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昆明呈贡华夏村镇银行 2020 年社会责任报告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该企业恢产后良好运营



开展整存授信，助力乡村振兴

春节前夕慰问赵家山困难群众、高龄老人



服务实体经济



——富民浦发村镇银行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行到瑞三投资实地考察





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行大姚支行盛大开业 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行双柏支行盛大开业

“情满稠州 鼠我最强”2020 年新春联欢会暨表彰大会



“庆七一”诗歌朗诵比赛

爱国观影活动

“同心凝聚 挥动激情”团建活动



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行向安宁市红十字会捐赠物资

▲ 云南安宁稠州村镇银行志愿者在
站点进行轮守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