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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
世界各地的⾦融服务供应商均可提交申请，我们

将依据充分证据对所有区域和地区的供应商进⾏

评选。排名类别会因市场⽽异，取决于供应商的

活动、业务重点以及可⽤信息，我们会尽⼒确保

覆盖范围的全⾯。 

3. 益处
该排名是⼀个对您的业务成就进⾏外部验证的绝

佳机会，通过可信赖的独⽴信息源将您与同⾏进

⾏⽐较。上榜的供应商为业内卓越和创新领导

者，将被推送给《欧洲货币》和《亚洲货币》的

读者，这些读者均来⾃全球最⼤的、领先的公共

与⾦融机构及公司。 

4. 研究⽅法
在任何国家/地区开展实际业务的银⾏/服务供应
商都可以通过提交受访者的联系⽅式、研究期内

活动的证据、业绩数据以及可作为推荐⼈的客⼾

的联系⽅式来参与该市场排名的研究。 

4.1. 提交材料
良好的提交材料应包含三个部分。 

4.1.1. 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参选的⾦融服务供应商须提交所申请类别的员⼯

的联系⽅式，并将其输⼊⾄在线提交⻔⼾⽹站相

对应的部分。 

作为研究过程的⼀部分，我们的分析⼈员将对这

些联系⼈进⾏采访，对提交材料进⾏讨论并收集

市场反馈。 

参选者应尽可能提供参与相关类别和国家业务的

联系⼈。例如，如果我们审查某⼀银⾏在西班⽛

的投资银⾏业务，最合适的访谈对象应为西班⽛

的负责⼈⽽⾮区域或全球负责⼈。 

4.1.2. 证据和数据
我们通过分析提交的内容、访谈和案头研究的证

据及数据，作出排名决策，尽可能客观全⾯地评

估供应商在该国/地区某⼀研究领域的业绩表现和
地位 。 

2023 年度提交的内容应为 2022 年 4 ⽉⾄ 2023 年 3
⽉间完成或在此期间开展的⼯作。 

我们已为各研究领域制定具体的排名标准以及评

分和加权框架，以考虑各类别的基本要素。例

如，在投资银⾏排名中，财务指标和同⽐排名表

现的权重较⾼。 

1. 简介
《欧洲货币市场领导者》通过定性研究从国家层⾯对⾦融服务供应商进⾏排名，为⾦融服务供应商提供
成为⾏业领导者的机会。排名涵盖企业银⾏、企业社会责任、多元与普惠、数字化解决⽅案等⼋个领
域。 

该排名现已表彰近 80 个国家/地区约 900 家供应商。2023 年，如提交充⾜的材料，我们将对任何国家和
类别的供应商进⾏排名。 

排名基于各领域的具体标准和评分框架。研究团队依据参选者提交的年度报告、定性访谈收集的内容、
市场数据以及同⾏和客⼾的反馈，并同时开展案头研究，以确定供应商相关领域的实际业务在所在国家
的得分。 

30年来，《欧洲货币》始终根据业绩数据、调查和认证情况来评选世界领先的⾦融机构。2022 年，各
类企业认证计划收到了近 1,500 份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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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您的项⽬、国家及类别 
 输⼊该类别的主要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式 
 上传客⼾推荐⼈的联系⽅式
 上传您的提交⽂件
 提交申请

4.1.3. 客⼾推荐
参选供应商应就其申请的每个奖项类别，提供可

担任推荐⼈的客⼾的联系⽅式。我们将对推荐⼈

开展调查，并收集其对有关银⾏业务和其他服务

的反馈。 

提供给《欧洲货币》任何客⼾联系⽅式都将被视

为保密信息。 

5. 调研访谈 
作为评估过程的⼀部分，我们会与⾦融服务供应

商提交的类别项下的主要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访

谈。 

访谈是研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信息

背景，便于我们的团队分析所提交的内容，确保

申请企业均有机会提出获得表彰的理由，也可提

供排名的反馈。

6. 提交流程 
可以通过在线⻔⼾⽹站提交所有资料。

使⽤该⻔⼾⽹站前，您需注册并创建⼀个账⼾。 

材料提交涉及以下步骤：

1.
2.

3.
4.
5.

您可以点击“保存+关闭”按钮，随时保存进度并返
回提交⻚⾯。 

7. 排名标准及⽅法 
《欧洲货币市场领导者》为各研究领域制定了具

体的标准和权重以及不同⽐例的评分框架。

产品、服务、交易或举措的质量、⼀致性及

影响 
相关量化指标的分析 

开放提交窗⼝ 

开始调研访谈 

关闭提交窗⼝ 
开始分析提交材料 
启动客⼾调查 

公布排名  
数字化解决⽅案

投资银⾏ 

各领域因相关性不同最多包含六项标准，但排名

分析则基于所有领域共有的基本标准： 

根据市场相关情况，仅从国家层⾯进⾏排名。在

实际中，这意味着顶级银⾏的评选标准会因市场

⽽异，取决于银⾏在当地市场的活动、业绩和结

构。 

第 11 节介绍了各领域的排名标准以及良好提交材
料应包含的内容。研究类别标准如下。评分系统

暂不公布，您可以点击下⽅按钮联系研究团队，

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详细解答。 

8.时间安排 

2023年1⽉ 

2023年3⽉ 

2023年4⽉

2023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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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排名： 
企业社会责任（CSR） 
多元与普惠 
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伊斯兰⾦融 

公布排名： 
企业银⾏ 

公布排名：

中⼩企业 (SME) 银⾏   

2023年8⽉

2023年9⽉ 

2023年10⽉

9. 注册/邮件列表
通过下⽅链接注册您的联系⽅式，以接收研究公

告和电⼦快讯，并获得⻔⼾⽹站的访问权限，便

于您提交材料。 

我们将全年提供有关研究进展的最新信息，包括

截⽌⽇期、研究表格模板和指南等基本信息以及

最新研究和专栏内容的获取⽅式。 

10. 咨询 
如有疑问，请将其发送⾄

marketleaders@euromoney.com 

11. 研究类别标准 
本节将介绍各类别的排名标准和指南，以便您了

解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各类别的提交材料

应包含以下相关信息。

我们已为各研究领域制定具体标准以及评分和加

权框架，以考虑各类别的基本要素。例如，在投

资银⾏排名中，财务指标和同⽐排名表现的权重

较⾼。  

⽀票账⼾和储蓄账⼾

商业地产 
雇主服务 
设备贷款 
外汇 
贷款和信⽤卡

贸易融资 
财务和现⾦管理 

提供⼀系列⾼质量的企业银⾏产品和服务

（具有可证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完成创新或有影响⼒的企业银⾏交易 
引⼊有助于实现⽬标的新战略 
具有⽀持良好表现的量化数据（同⽐⽐较结

果也有帮助）： 
企业贷款组合的数量和价值 
企业存款的数量和价值 
企业客⼾总数 
研究期内的新增的客⼾ 

提交材料须包含研究期内举措、交易、政策等⽰

例且具有可证明的影响⼒的案例，⽅可获得最佳

排名成绩。 

11.1 企业银⾏
标准  
企业银⾏排名反映了⾦融服务供应商向企业客⼾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范围、质量和影响。企业客

⼾是指员⼯数超过 250 ⼈的实体。 

该排名考虑供应商企业业务在⼀段时间内的财务

表现。

相关产品和服务包括：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企业银⾏排名中获得优良的成绩，参选者

应提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1.2企业社会责任 (CSR) 
标准 
企业社会责任排名反映了⾦融服务供应商的承

诺，通过建⽴并宣传公司的道德价值观，对员

⼯、环境乃⾄整个社会产⽣积极影响。 

2023《欧洲货币》奖项与认证

点击此处注册

mailto:%E8%AF%B7%E5%B0%86%E5%85%B6%E5%8F%91%E9%80%81%E8%87%B3marketleaders@euromoney.com
https://euromoney.awardsplatform.com/


euromoney.com

为弱势群体（如⼥性企业家、患病或残疾⼈

群）提供低息或⽆息贷款 
贷款豁免或贷款救济举措（如新冠疫情救济

措施）

资助创造经济机会的项⽬或倡议（如⽀持⻘

年创业、资助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普及⾦融

知识） 
为⽆银⾏账⼾群体提供银⾏服务等 

 明确的 CSR 战略和政策或框架，确保员⼯和
投资者均知悉公司的价值观

 可对员⼯、社会或环境产⽣积极影响的各项
举措、项⽬或计划（具有可证明影响⼒的案

例得分会更⾼）

可⽀持供应商 CSR 战略的投资详情 

年龄 
性别 
残疾 
种族和⺠族 
性取向 
社会阶层 
宗教信仰 

企业社会责任举措、计划或项⽬⽰例包括但不限

于：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 CSR 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者应提供
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

2.

3.

11.3多元与普惠
标准 
策和实践，以及对⼈员和基础设施（数字和实

体）的投资，确保员⼯和客⼾群体的多元化。 

该排名考虑银⾏在⼀段时间内的影响。 

我们将特别关注⾦融机构的⼈⼒资源职能，例如

招聘、职业发展决策、加薪和⾼级领导⻆⾊，以

及提供客⼾服务、⾦融服务、设施和数字⼯具的

⽅式。 

排名主要考虑⾦融机构在以下⽅⾯的表现： 

明确的多元与普惠战略，确保员⼯、客⼾及

投资者均知悉相关内容 
可表明员⼯队伍多元化承诺的举措（具有可

证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可表明客⼾群多元化承诺的举措（具有可证

明影响⼒的案例得分更⾼） 
可表明促进社会多元与普惠承诺的举措（具

有可证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为⽀持公司战略⽽进⾏的投资详情 

分析 
APIs 
应⽤程序 
⾃动化和⼈⼯智能 
云服务 
CRM（客⼾关系管理）系统 
加密货币产品和服务 
⽹络安全 
物联⽹ (IoT) 
⽀付或交易处理 
RPA 

可提升效率或改善⽤⼾体验的数字产品和服

务（具有可证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多元与普惠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机

构应提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

2.

3.

4.

5.

11.4数字化解决⽅案
标准 
数字化解决⽅案排名反映了⾦融机构为客⼾提供

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范围、质量和影响。 

该排名考虑银⾏在⼀段时间内的影响。 

数字化解决⽅案包括但不限于：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数字解决⽅案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

机构应提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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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数字产品和服务影响⼒的量化数据，包

括但不限于（同⽐⽐较结果也可提供帮

助）：

独⽴⽤⼾/数字产品使⽤率
上线速度 
数字产品和服务产⽣的收⼊

收集、处理并开发 ESG 数据集 
专有⻛险框架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与 ESG 相关的⾏业的特定举措 

为客⼾实施的 ESG 融资交易/举措（具有可证
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ESG 项⽬和已实现的⽬标（具有可证明影响⼒
的案例得分会更⾼） 
银⾏与其将/不将进⾏合作的客⼾的内部规则  
银⾏业务在所在国家⽀持的转型融资事例 
供应商在制定最佳 ESG 市场实践⽅⾯的作⽤ 

1.

a.
b.
c.

11.5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标准 
ESG排名反映了⾦融机构通过引⼊强有⼒的政策和
框架以及年度报告减少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负⾯

影响以及投资者的⻛险敞⼝。 

该排名考虑⾦融机构在⼀段时间内的影响。 

ESG涉及但不限于以下重点：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 ESG 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机构应提
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1.6. 投资银⾏ 
标准 
投资银⾏排名反映了⾦融机构在筹资、融资、并

购、重组⽅⾯的建议质量、交易执⾏和业绩。 

该排名考虑⾦融机构在⼀段时间内的投资银⾏业

绩。 

咨询（包括财务重组和并购） 
资本市场/证券 
托管服务 
投资研究 
销售和交易 

提供⼀系列⾼质量的投资银⾏产品和服务

（具有可证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完成创新或有影响⼒的投资银⾏交易 
引⼊有助于实现⽬标的新战略 
⽀持性的量化数据（同⽐⽐较结果也可提供

帮助）： 
按产品分类的数量和价值排名表现 
收⼊和费⽤ 

Ijara（租赁） 
Mudarabah（损益分担） 
Musharaka（合资企业） 
Murabahah（成本加成） 
Takaful（伊斯兰保险） 
Wadiah（安全保管） 
Sukuk（伊斯兰债券）

投资银⾏产品及服务包括：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投资银⾏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机构

应提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1.7 伊斯兰⾦融 
标准 
伊斯兰⾦融排名反映了⾦融机构所提供的符合伊

斯兰教法的产品和服务的范围、质量和影响。 

该排名考虑⾦融机构的伊斯兰⾦融业务在⼀段时

间内的财务表现。 

关于伊斯兰⾦融提交的所有⽰例和证据都应符合

伊斯兰教法关于共享利润、共担损失以及禁⽌贷

款⼈和投资者收取和⽀付利息的原则。

伊斯兰⾦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2023《欧洲货币》奖项与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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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系列⾼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可证

明影响⼒的创新案例得分会更⾼） 
完成创新或有影响⼒的伊斯兰⾦融交易 
引⼊有助于实现⽬标的新战略 
⽀持性的量化数据（同⽐⽐较结果也可提供

帮助）： 
伊斯兰贷款组合的数量和价值 
伊斯兰存款的数量和价值 
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资产和投资 
客⼾总数  
研究期内的新增客⼾

咨询 
现⾦管理 
融资 

提供⼀系列⾼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可证

明影响⼒的案例得分会更⾼） 
完成创新或有影响⼒的中⼩企业银⾏交易 
提供灵活的解决⽅案以⽀持中⼩企业 
与中⼩企业业务相关的量化数据 
以下为具有⽀持性的量化数据： 
中⼩企业贷款组合的数量和价值 
中⼩企业存款的数量和价值 
中⼩企业客⼾总数 
研究期内的新增中⼩企业客⼾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伊斯兰⾦融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机

构应提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

2.
3.
4.

a.
b.
c.
d.
e.

11.8. SME（中⼩企业） 银⾏ 
标准 
中⼩企业银⾏排名反映了银⾏向企业客⼾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的范围、质量和影响。 中⼩企业是指
员⼯数少于 250 ⼈的企业。 该排名考虑⾦融机构
中⼩企业业务在⼀段时间内的财务表现。 

银⾏向中⼩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 

如何准备良好的提交材料 
若想在中⼩企业银⾏排名中获得优良成绩，参选

机构应提供研究期内的证据和⽰例： 
1.

2.
3.
4.
5.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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