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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互联网正悄然改变银行业的生态。
过去，银行网点排长队办业务；眼下，在
家里、电脑或手机上就能办好。同样，对
银行自身来说，惟有求变，方能立于不败
之地。

大网点面临形势更加紧迫。在建行
长沙芙蓉支行营业部，这个面积4000平
米的网点探索出了自己的路子。 记者3
月15日采访了解到， 依托服务升级创
新，他们的业绩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在去
年成为省建行个人存款首个破20亿元
的网点，还赢得了建行总行“五星级网
点”等众多荣誉称号。

立足服务是根本

芙蓉支行营业部被建行总行授牌
“五星级网点”，也是全国首批五星级网
点。这不仅要求网点硬件设施齐备，服务
考核也相当严格。在该行营业部主任周
荣看来，立足服务是根本，这不仅要有星
级服务，还要有一颗关注客户的心。

芙蓉支行营业部地处长沙繁华的侯
家塘商圈，日最高业务办理量达到3000
多笔，需要银行柜台来办理业务的人群
依然庞大。

除了安排2位大堂经理、 布设10多
台自助设备、 设立网上银行体验区等常
规方式引导分流之外，周荣的点子是“转
移思维”。“不定期地在等候座椅背上，贴
上温馨小纸条， 内容包括生活小窍门、开
心一笑、谜语竞猜等，客户答对了可直接
领取小奖品。实践证明，这个方法还挺受
欢迎。我们希望通过人性化服务，改善客
户的感知。”她介绍说。

不仅如此， 由于该营业部承担了周
边企业数千名退休人员的工资代发业
务，每月的19、20日，大量退休职工过来
办理存取款业务， 网点内难免“人山人
海”。周荣告诉记者，老年群体对银行柜
台依然有着天然的信任，这个时候，不仅
要多开设服务窗口，还要及时提供“绿色
通道”服务。

做“透”服务谈创新

侯家塘商圈车水马龙、商贾云集，也
是银行业“兵家必争之地”。每推出一款
新的理财产品， 几个月内就会被
“克隆”，陷入同质化竞争。

“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服务
创新、升级是银行立于不败之地的
法宝。”周荣领头的团队，致力于把
个人银行业务做专做深做“透”。

互联网金融固然强势， 却不能完全
替代银行的作用。 省建行的信用卡消费
信贷产品，已经覆盖购车、家装、教育、保
险、旅游等众多热点消费领域。芙蓉支行
营业部把着力点放在家庭装修分期业务
方面， 与省内知名家装公司在业界率先
推出18期零手续费分期业务， 近两年来
已发放安居贷款1.2亿元，让1200个家庭
尽早实现“安居梦”。

各界对投资理财的需求越来越高。
周荣又敏锐捕捉到高端客户对出国金融
需求日益多样化的趋势， 通过逐户走访
客户进行摸底，第一时间向省行、总行反
馈情况， 秉着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执着
信念， 省建行首家出入境金融服务中心
成功落户芙蓉支行营业部。

芙蓉支行营业部同时拥有省建行唯
一一家保管箱中心。 以前保管箱都是小
箱子， 现在大多改为了1.4米高的大家
伙。“古董、花瓶都能放进去。”周荣说，数
位湘籍奥运冠军看中该行的细致服务，
把奥运金牌都放在这里保管。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秦慧英）今天上午，湖
南润和茶叶集团在长沙正式成立。 该集团整合多
家黑茶企业，将黑茶产业链从源头的种植、生产到
产品研发、销售及黑茶文化传播全部打通，成为目
前国内首个“全产业链模式”的黑茶产业集团。

业内人士表示，“全产业链模式” 黑茶集团的
成立，有助于有效整合黑茶资源，延伸产业空间，
助推我省黑茶产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由湖南农大
研究所与湖南润和茶叶集团共同研发的“冰维斯”
黑茶功能饮料，也于今日正式上市，填补了黑茶饮
料市场的空白。

湖南互联网金融行业
发布自律宣言

2014湖南首届
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刘银艳）随着互联网

金融生态的逐渐形成， 面对互联网金融这一广袤
的市场蓝海， 湖南应该如何介入？ 今天下午，

“2014湖南首届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 在长沙举
办，部分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领军人物、知名学者
专家对互联网金融本质、 政策解读、 产业趋势分
析、投资热点、法律解读与湖南的机会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会上，湖南互联网金融行业向社会
发布行业自律宣言。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开放、平等、
协作、分享”等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已
出现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金融中介、网络借贷、
手机理财APP、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与会者着重
探讨了面对阿里巴巴、 腾讯等在互联网金融业的
发展方式， 提出湖南本土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该另
辟蹊径， 以专业的精神做好小而美的互联网金融
公司。

与会者也一致认同， 互联网金融本质是金
融，在互联网金融思维下，必须解决“信用”与“安
全”问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机制。为推
动湖南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会上，湖
南律邦融安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等9家湖南本土互
联网金融行业代表，宣读了《湖南互联网金融行
业自律宣言》， 承诺将严格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
及政策的前提下开展金融服务创新，尊重消费者
的业务选择权和知情权，严防金融风险，不断提
升行业公信力。

此次论坛由省职业经理人协会等单位联合
举办。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胡岚）日前，长沙银行、长沙市民政局联合举行

“金融服务进社区”启动仪式。该行社区银行将
与社区服务中心深度融合，通过配套设立“社
区金融服务站”等，让居民3分钟可办理一笔
金融业务，可得到5方面专业客户经理上门服
务，可满足90%社区居民金融需求。

在社区金融体系中， 大型网点并不占优
势，居民住宅区、小微业主聚集区对于就近、便
捷的金融零售服务具有现实需求。 出于对这
“最后一公里”客户的争夺，省内多家商业银行

都已提出加速布局社区银行。目前长沙银行在
省会已建设完成55家社区银行， 今年将加大
力度，计划建成100家社区银行。

长沙银行行长朱玉国介绍，通过与有关部
门合作， 已建好社区银行的社区服务中心，将
配套成立社区金融服务站，更好地融入社区居
民中。 社区服务中心可依托社区银行平台，实
现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的统一发放和管理；社
区金融服务站可为居民提供存取款、 贷款、结
算、理财、代理各种缴费等业务，更好满足居民
日常金融需求。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赵啊华）
近日，湖南教育开源软件推进联盟在长沙成立。这
是全国首个培养中国操作系统软件人才的推进机
构。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CSIP)、省教
育厅、省经信委、湖南大学、湖南科技职院等部门
的有关负责人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据专家介绍， 我国电脑操作系统一直是被国
外垄断。按照有关协议，今年4月8日，微软将正式
停止对WindowsXP提供服务支持。国家信息化管
理部门从国家战略的角度， 很早就启动了打造中
国版操作系统的计划。去年3月，由CSIP、Linux系
统开发商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CCN联合
创新实验室，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研发属于中国的
开源操作系统Ubuntu。

这次成立的联盟， 主要在于培养中国操作系统
的本土软件人才。“联盟将与以Ubuntu开源操作系
统为代表的开源软件合作，开展开源软件人才培养、
技术交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教育行业信
息化开放平台建设，共同努力打造基于Ubuntu的开
源软件生态环境。”联盟理事长黎晓明教授介绍。

据介绍，联盟近期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开源软件
人才培养、技术和应用产品研究。重点推广Ubuntu
相关行业应用技术标准，在IT职业教育中开展开源
软件人才培养与应用技术培训，充分利用联盟资源
优势，积极促进联盟成员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学资源、师资培训、实习实训、认证考试、技能竞赛
等方面的相互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

首家黑茶产业集团
在湘成立

力推中国操作系统 打破国外厂商垄断

软件人才“本土造”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出击，传统银行柜台业务何去何从？
且看建行4000平米超大规模网点积极应对———

“大象”起舞

长沙银行“抢食”社区银行蛋糕
已建成55家，将与社区服务中心深度融合

长沙银行
社区金融服务
站领导小组为
各社区金融服
务 站 进 行 授
牌。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