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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金融创新奖”颁奖典礼 

2019年度“中国金融创新奖”于 5月 29日在北京福朋喜来登大酒店举行颁

奖典礼，共决出“最佳金融企业形象奖”、“最佳金融服务创新奖”、“十佳金融产

品营销奖”、“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对公业务）”以及“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零

售业务）”等五大类共 72个奖项。 

本届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活动由《银行家》杂志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财富管理研究中心、银行家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携手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第一财经电视；金融时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华夏时报；新华网、新浪

网、搜狐网、网易、和讯网以及分众传媒等媒体机构联合发布，并得到了中国银

行业协会的友情支持以及国内外众多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此外，还

将在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做更为专业和深度的配套宣传，以期

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进而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创新活动跃上更高

水平。 

当前我国金融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无疑是成功实现

转型的关键所在，客户中心导向、实体经济服务导向、中小企业支持导向等已经

成为各类银行普遍奉行的理念。为有效提升服务水平，真正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

服务，各家银行在产品服务方面均是创新迭出，方兴未艾。 

中国金融创新奖充分融合理论与实证的评价标准，兼顾业内专家评审与消费

者对产品的切实感受，构建了一套集专业性、权威性、实践性于一体的评价体系，

并成为包括国内金融专家、新闻媒体、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消费者广泛参与的年

度盛会。本期共有 600余份案例参与评选，参选案例全面涵盖金融产品、市场营

销、金融服务等主题，堪称我国金融创新的年度群英博览会。 

其中：“最佳金融企业形象奖”获得者分别是：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有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中有包商银行、晋城银行、

齐商银行。 

“十佳金融科技创新奖”获得者分别是：天云大数据、京东数科、兴业数金、

腾讯理财通、中信银行信息技术管理部、华夏银行信息科技部、中国民生银行信

用卡中心、中国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国银行网络金融部、中国工商银行

金融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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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金融服务创新奖”获得者分别是：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有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中有杭州银行、长沙银行、德阳银行。 

与以往相比，本期获奖案例的突出特点是：首先，金融创新的意识越来越强，

金融创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紧密跟踪客户需求，依靠电子化、信息化等高

科技手段，进行跨产品、跨条线、跨市场产品创新，以便利客户为目的的服务创

新，以精准营销为目的的营销创新。其次，金融创新体现出对政策和形势的及时

把握。小微企业贷款仍然是今年银行创新的重头，加强市场细分，完善服务流程。

在 2013 年经济结构调整、金融改革政策背景下，各家银行将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营销策划、品牌形象等资源进行整合，增加整体竞争力。最后，中小银行特

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小微企业贷

款中蕴藏了巨大的创新潜力。 

“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活动自 2007 年起由《银行家》杂志社发起，已连

续举办五年。它是《银行家》杂志社继“中国银行家论坛”、“中国商业银行竞争

力排名发布会”之后打造的又一核心品牌活动。本活动根据金融创新实践的发展

变化不断完善和丰富评选体系，致力于将中国金融创新奖打造成集专业性、权威

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品牌，努力做到有传承、有进步；奖项设置、评选标准与流

程日臻科学；金融机构参与热情高涨，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五年来，银行家杂志同业界精英一道前行，共同见证了中国金融创新一个又

一个经典之作，也见证了中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历程； 

五年来，银行家杂志同业界精英一道建设，共同将中国金融创新奖打造成为

金融品牌、形象与产品的展示台，创新动态、趋势与潮流的风向标，以及创新功

能、技术与水平的试金石。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9 号云航大厦 5001 室  电话:010-62568480  传真:010-62631928      

“'2019 中国金融创新奖”  

“最佳金融服务创新奖”评选结果 
 

全国性商业银行获奖单位 

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奖单位 

杭州银行 

长沙银行 

德阳银行  

 

“'2019 中国金融创新奖” 
“最佳金融企业形象奖”评选结果 

 
全国性商业银行获奖单位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奖单位 

包商银行 

晋城银行 

齐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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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国金融创新奖” 
零售业务“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评选结果 

全国性商业银行获奖单位 

 

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奖单位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 “工银多币种信用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农业银行 “金穗 QQ 联名 IC 贷记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光大银行 “阳光点金通”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浦发银行 “商旅卡”积木式产品设计模式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广发银行 “24 小时智能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民生银行 “私人银行撮合业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兴业银行 “兴业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工商银行 “私人银行客户专属人民币影视投资理财”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建设银行 “卓越信用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兴业银行 “安愉人生”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随心随意 贴身同行 

——“民泰随意行”金融 IC 卡手机信贷产品创新案例 

哈尔滨银行 “乾道嘉”农家乐小额信贷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吉林银行 “农村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德阳银行 “诚易贷”微小企业信用融资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汉口银行 “三板通”助力科技企业驶入资本市场快车道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石嘴山银行 “创易贷”小额信贷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富滇银行 “个人二手房交易宝”综合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上海银行 “小企业科技信用贷”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北京农商银行 “金凤凰掌上交易宝”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杭州银行 “电力采购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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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国金融创新奖” 
对公业务“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评选结果 

 

全国性商业银行获奖单位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招商银行 “跨境人民币银银平台”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银行 中银“商誉宝”企业预付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浦发银行 “股权基金投贷联动”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建设银行 网络银行“e 贷款”系列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民生银行 “TSF 及撮合池系列”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交通银行 “学费通”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信银行 “国内首笔 SHIBOR 计价招标型银团贷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浦发银行 “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承销”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工商银行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中国进出口银行 “境外投资流动资金贷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奖单位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台州银行 “绿色节能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北京银行 “在线管家”银行端现金管理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潍坊银行  “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吉林银行 “惠农宝”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富滇银行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金融服务产品创新案例 

东莞银行 “机械设备按揭贷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市场通”专业市场中小经营户综合金融服务创新案例 

上海农商银行 “鑫农贷”新农村建设项目贷款金融产品案例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金摇篮”创业贷款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成都银行 “多融易”小微金融产品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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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金融创新奖” 
“十佳金融产品营销奖”评选结果 

 

全国性商业银行获奖单位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交通银行 “幸福家庭• 理财伙伴”交银理财 5 周年营销案例 

中国光大银行 “阳光出国+卡”营销案例 

招商银行 “小企业现金管理服务”营销案例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之香卡白皮书香卡”营销案例 

华夏银行 “特殊群体无障碍服务”营销案例 

中国工商银行 
“博华资本收购 Dexia 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并购顾问服务及并购融资项目”

营销案例 

中信银行 实时 BI 技术将中信银行信用卡产品营销推向“秒级”营销案例 

中国银行 “百年中行 融动校园”品牌宣传活动营销案例 

广发银行 “广发电子银行”产品整合营销案例 

渤海银行 “2012 年黄金代销业务”营销案例 

 

地方性金融机构获奖单位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包商银行 “魅卡之美丽一夏”银企整合营销案例 

晋城银行 “梦之贷，让你的梦想飞起来”小微金融品牌营销案例 

富滇银行 “林权产业链融资模式”咖啡产业链营销案例 

三门峡银行 “崤函微贷”地毯式“扫街”营销案例 

青岛银行 “立足本地深耕细作 专业温馨服务制胜”营销案例 

龙江银行 “惠农链”农业金融供应链系列产品营销案例 

石嘴山银行 
“社区银行 2.0” 

——我的社区我的未来营销案例 

长沙银行 “推进特色专营支行建设”创新服务小微企业营销案例 

天津银行 “金太阳”小企业融资服务营销案例 

河北银行 “商圈贷”小微企业贷款营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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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金融创新奖” 
 “十佳金融科技创新奖”评选结果 

金融科技企业获奖单位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腾讯 腾讯理财通创新案例 

京东数科 京东“JT
2
智管有方”资管科技系统创新案例 

兴业数金 “金田螺”流程机器人创新案例 

神州数码融信云 融信云创新案例 

飞贷金融科技 移动信贷整体技术服务创新案例 

大数金融 第三代小微贷款技术创新案例 

天云大数据 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创新案例 

TalkingData(腾云天下) 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公市场舆情反馈应用创新案例 

闪银 利用 AI 匹配引擎助力商业银行向零售业务转型创新案例 

德鸿金服 “贴呗”票据交易平台创新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