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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由多个承销机构承销的，中债绿色债券指数成分券优秀承销机构奖由位列发行文件中首位的承销机构代为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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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奖项获奖机构按中债绿色债券指数成分券持有量排序。

一、优秀发行机构奖

1.政策债发行人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2.政府支持机构债发行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路总公司

3.金融债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莒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安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颍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江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邢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企业债券发行人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市保障性住房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宜昌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襄阳市住房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萍乡市汇丰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扬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总公司

黔南州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

5.创新企业债发行人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ABS发行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ABS发起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8.证券公司短融发行人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优秀承销机构奖

1.银行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非银行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精诚合作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优秀自营机构奖

1.全国性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城市商业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农村金融机构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保险机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证券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其他类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华商银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四、优秀资产管理机构奖

1.基金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信托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其他类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五、优秀资产托管机构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优秀境外机构投资者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美国银行香港分行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香港分行

汇丰（台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台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非洲开发基金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尔分行

国际金融公司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七、优秀结算代理机构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八、债券业务进步奖

1.自营机构进步奖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宫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资产管理机构进步奖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资产托管机构进步奖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柜台债券业务奖

1.柜台业务优秀机构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柜台业务进步机构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柜台业务优秀个人奖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顾 清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程 陈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宋爱丽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陈 诚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郭思博

中国农业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翁金象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 魏建平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 尤伟华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分行 廖海洋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 陈 东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朱瑾钰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孟宪康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王 盈

中国工商银行结算与现金管理部 赵 宇

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甄 鹏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魏洪涛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广东)�周德龙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孔 丽

中国工商银行山西分行 张 霞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 姜 妍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洪 巍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金 艳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胡光耀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蒋 辰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唐 洁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张智楠

中国银行支付清算部 张 宇

中国银行支付清算部 宋 洋

中国银行软件中心 王旭霞

中国银行软件中心 崔继亮

4.柜台业务优秀交易员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孙晨越

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杨穆彬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刘筱筠

中国银行上海总部 陆晓婧

5.柜台业务创新贡献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十、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奖

1.储蓄国债（电子式）优秀机构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储蓄国债（电子式）进步机构奖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储蓄国债（电子式）优秀个人奖

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李 康

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甄 鹏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崔 倩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李俊彦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 陈志瑛

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 董玉华

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 邵利洪

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 谢 菲

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 高 翔

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 罗时辉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 韩 锐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 邓艳明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 王 娜

中国建设银行信息技术管理部成都开发

中心 马灵柱

中国建设银行渠道与运营管理部 董仲宇

中国邮储银行个人金融部 张爱婷

中国邮储银行个人金融部 孙小雅

中国邮储银行个人金融部 韩晓非

中国邮储银行个人金融部 龚 薪

中国邮储银行泰州分行 杨 梅

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 李 苗

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 郭晓萍

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 郝 林

中国银行软件中心 王旭霞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孙 涛

交通银行北京分行 张岱南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赵莉丽

交通银行广东分行 李素平

交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韩 璞

交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金 晶

晋商银行零售银行部 董嘉文

晋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张 静

晋商银行晋阳直属行 郝雅俊

晋商银行龙城直属行 郭燕翎

晋商银行并州直属行 肖 伟

北京农商行个人金融部 刘晓岚

北京农商行个人金融部 刘巍娜

北京农商行个人金融部 俞宏雷

北京农商行软件开发中心 王晓磊

北京农商行业务处理监督中心 杨 芳

乌鲁木齐银行 杨 黎

乌鲁木齐银行个人银行部 刘 彻

乌鲁木齐银行个人银行部 殷晓渝

乌鲁木齐银行天山区支行 姚淑琴

乌鲁木齐银行诚信支行 孙广萍

十一、创新业务奖

1.中债绿色债券指数成分券优秀发行机构奖

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

国网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洪泽湖神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中债绿色债券指数成分券优秀承销机

构奖

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中债绿色债券指数成分券优秀投资机

构奖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杰出担保品业务合作机构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国家开发银行

5.杰出担保品业务参与机构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除中债绿色债券指数成分券优秀投资机

构奖，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