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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以下
简称“省分行营业部”）迎来了一块“重量级”
牌匾——— “2013 年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百佳示范单位”。

这个被誉为中国银行业最高荣誉的奖
项，由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在全国银行业金
融机构 20 多万家网点中， 仅选取 100 家网
点；而且考核内容涵盖了网点功能分布、服务
规范水平、自助服务能力、企业文化、制度落
实、员工关怀、公众教育及社会责任等各个方
面。标准之严苛、竞争之激烈、招牌之分量，可
见一斑。

省分行营业部以全省第一的好成绩摘夺
殊荣, 不仅是对省分行营业部服务水平的彰
显，也是对湖南中行“打造客户最满意银行”
服务理念的完美诠释。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赵濛深有感触
地说：“创建‘百佳’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 金
融业是服务业， 需要靠赢得客户来实现自身
发展。 提升竞争力的最根本途径， 就是靠服
务，靠我们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

服务舒心
5000个细节营造五星级体验

8：55， 省分行营业厅正要迎来每天例行
的迎宾时间。

营业厅工作人员温馨提示门口等待的顾
客排好队， 并为大家提前发放办理业务的等
候号。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六名引导员分列站
在门侧，所有柜台服务人员各就各位，以站立
微笑的姿态迎接着第一批客人的到来。

轻松的音乐声响起， 排队的顾客鱼贯而
入。 一声声悦耳的“早上好”、一句句“请问您
需要办理什么业务”的询问，加上美观舒适的
环境、井然有序的服务、细心周到的设置，让
人恍如置身“五星级”酒店。

这样的“五星级”，看似自然而然，它的背
后却是湖南中行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
服务追求， 是他们精心雕琢的 5000 多个服
务细节。

为满足顾客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湖南
中行对营业部进行了升级改造， 上下两层的
营业大厅总面积达 2339 平方米，中银理财中
心、出国金融服务中心、个人贷款中心、公司
金融服务中心一应俱全。 对外营业窗口 34
个，仅现金柜台就达 12 个，出国金融服务窗
口 4 个。 拥有自助终端、ATM 机、网银体验
机、外币兑换机等自助设备 14 台。 营业部同
时经营贵金属业务，代理省、市财政国库业务
和公积金业务。 在负一楼还设立了 7000 多
个不同容积的保管箱的代保管业务。 规模之
大、功能之全，堪称全省之最。

与庞大网点相配套的， 是中行人用心打
造的“精细化管理”和“精致化服务”。

围绕客户体验， 营业部对自身服务进行
反复打磨，“百佳”考核的 190 项标准被分解
为 596 条，再落实到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
务流程、 服务效率等各个方面， 落实到 109
名员工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句问候、每一次服
务中。

排队难是银行客户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
缩短客户等候的时间，营业厅多管齐下：增设
电子自助设备，分流小额客户；为对外服务人
员配备“多嘴猫”（类似对讲机），让服务衔接
更加顺畅；增设大厅引导员和大堂经理 9 人，
为顾客解决即时问题；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
服务制，缩短办理时间；整合业务流程，一个
柜台可办理多种业务，避免了过去“有的柜台
无人问津，有的柜台排长队”的现象。此外，营
业厅还设置了高峰时段提示牌、 周边网点地
图，方便顾客错开高峰，选择最佳办理时间和
办理地点。

在银行办理业务， 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时

之需。 湖南中行为顾客增设了便民服务区，提
供雨伞、药品、针线、碎纸机、不同度数的老花
眼镜、宝宝座椅等 11 种便民物品，供顾客取
用；在自助服务区旁，设有手机自助充电区；公
共宣传栏里，有金融知识读本、环保读本、幼儿
安全读本， 让顾客在等待中也可“轻松一阅”
……一个个体贴周到的“小动作”，让客户在不
经意中也能感受到中行服务的满满诚意。

“做好服务没什么巧，主要是做好‘人’的
文章。 这个‘人’，一方面是客户，一方面是员
工。 ”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彭旭华表示。

从客户角度思考， 以客户的需求为努力
的方向。营业部打通了与客户沟通的渠道，通
过大厅问卷调查、意见本搜集客户意见，并请
来第三方“神秘人”暗访，揪出服务中的各种
问题。对于客户意见，大厅经理和主管要进行
及时回复， 相关人员要开会研究讨论改进措
施。 彭旭华告诉我们，单是就调班问题，营业
厅都做了 3-5 次改进。“客户有问声，我们就
有回应”成为湖南中行人铁打的规定。

从员工素质入手， 以客户的满意为工作
的目标。 营业部分管副总经理杨异红带领员
工研究分析制定了迎宾“七步曲”、柜台服务

“六要素”等一系列服务规章，坚持晨会晨练
和自查自检。他们为员工开设服务技能培训、
服务礼仪、 客户投诉技巧处理等课程， 开展
“员工每日、团队每月、部门每季一测”的练兵
活动。 通过“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
情重复做，重复做的事情做成习惯”，提高了
员工的服务态度和技能水平。

今天，在湖南中行，“昨天我为客户做了什
么，今天我能为客户做什么，我还要整改什么”
已成为员工每天必修的“三句话”。服务理念入
手、入脑、入心，服务质量持续改进，舒适体验
播种到每一位客户的心里。 不过一年时间，省

分行营业部的客户满意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服务暖心
“个性化服务”下的“人性化关怀”

颐而康按摩医院的盲人按摩师小杨是省
分行营业部的“常客”。选择中国银行，他的理
由很简单：“他们服务好，考虑特别周到。 ”

这里有专门的特殊群体服务绿色通道，
配备了特殊群体服务引导员。 大厅有允许导
盲犬进入等提示标识， 绿色通道柜台配备了
盲人密码输入器、导盲卡、语音点钞机，能够
有效保障盲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些小而
温馨的设计，让颐而康按摩师们“慕名而来”，
现在营业部的盲人按摩师顾客已有数十名。

“银行是服务型组织，也是企业公民。 作
为服务组织，我们要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客人；
作为企业公民，我们要履行社会责任、关爱弱
势群体、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 ”赵濛行长这
样解释银行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份责任， 他们从每一位消费
者的体验出发，从弱势群体的需求出发，为残
障人士设置了“爱心通道”，停车场配备了残
障人士停车位，停车位旁有紧急呼救电话，等
候区配备了爱心座椅。 营业部所有的对外服
务人员都通过了手语培训， 能够进行基本的
手语交流。遇到顾客有特殊情况时，他们走出
大厅，为客人开展“个性化服务”，充分彰显出
服务背后的“人性化关怀”。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客户最满意银行’。
让客户满意，要能想客户之所想，供客户之所
需， 甚至带给客户超出预期的惊喜。 只有这
样，才能让客户感受到你的价值，维系持久健
康的客户关系。 ” 赵濛行长如此表述中行的
服务宗旨。

出国金融服务是中国银行最具特色的服
务之一。依托在港澳台及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1000 家分支机构， 中行在业内首批推出
出国金融服务，满足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境
外商务、投资移民、来华人士等五大类人群的
国际金融服务需求。

省分行营业部设立了专门的出国金融服
务中心，可提供代开海外账户、国际电子借记
卡、国际信用卡、出国留学贷款、海外网银、留
学保险卡、中银全球理财、个人结售汇、汇出
（汇入）汇款、个人光票托收、外币兑换、旅行
支票、外币携带证、速汇金、个人保函、境外贵
宾专属理财等多项服务。

“在这里，客户可以把出国要办的银行手
续一次办齐， 甚至可以在国外享受我们提供
的很多额外服务。”营业部业务管理团队主管
周萍表示。

比如，他们新推出的“英伦管家”服务，专

门针对在英国投资、移民、留学的客户。 如果
客户子女有留学需要， 中行不仅会做好开立
留学账户、提前汇入学费、预先办理英镑借记
卡和网上银行、 预定英国机场接机等行前准
备工作，在留学生抵达英国后，还会为他们准
备手机芯片卡， 一对一指导他们使用海外账
户， 为家长旅英探亲安排机场接机、 酒店预
定。此外，中国银行伦敦金融城将为留学生提
供为期一周的工作实习体验， 在留学生遇到
困难时，专属客户经理将 24 小时服务，尽最
大努力提供协助。

“出国金融服务只是其中的一个服务种
类。 对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客户，我们精准
对接，提供个性化服务。 ”周萍介绍。

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 省分行营业部建
立了大堂经理、个人客户经理、理财经理、公
司客户经理、 账户经理五大营销队伍， 通过

“客户领养制”，使客户服务工作更加精细化；
通过建立完整的客户资料、整合客户咨询、为
客户量身推荐不同产品和实行个性化服务，
使客户的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长沙开福区工
业园内的一家小微企业。 由于公司规模太小，
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公司一直申请不到银行的
支持。恰好公司的大股东原是营业部的住房贷
款客户，在向客户经理宋士嘉告知了公司情况
后，宋士嘉对这家公司给予了额外的关注。

经过一年多的跟踪和维护， 南山公司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经营能力， 这时湖南中行正
好推出一款适合的新产品。 宋士嘉立刻为客
户办理贷款，并赶在元旦、春节销售旺季各类
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前及时为其提供了 200
万元资金支持，直接为其节约生产成本 23 万
元以上。

“每个客户都有他们的特点，都有他们的
需求。 只有我们用心灌溉，精心培育，这些客
户才会在中行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 ” 省
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杨异红说。 湖南中行推
出小微企业信贷的时间不长， 但是对于每个
小微企业他们用心做好服务， 自 2013 年 7
月以来先后为 20 多家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
无门、资金成本高等问题。

这让我们联想到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 时所提出的：“让金融成为一池活
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
之树。”湖南中行以“关怀之心”支持每一位客
户，正是金融服务“一池活水”的真实写照。

服务撼心
走出门“为民”彰显“中行式担当”

2013 年 5 月 16 日，中国（长沙）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在长沙开幕，来自全球 5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家矿物宝石展商及国际
知名博物馆汇集星城。

展会上，作为此次博览会“现场金融服务
唯一合作银行”， 湖南中行专门设立了临时
服务网点， 派出了专属的博览会金融服务小
组。各国参展商在展会现场，即可享受中行提
供的外币兑换、 国际贸易结算等一揽子金融
服务。 中行的“全球服务”品牌在推动湖南会
展经济繁荣的同时， 再一次得到政府和国内
外参展商的广泛赞誉。

贴身服务、主动融入，这是湖南中行“全
球服务”的姿态。 正如赵濛行长所言：“服务，
不能关起门来‘待客’，必须转变角色，变‘旁
观者’为‘责任人’，走出大门，为地方经济发
展出力。 ”

所以， 他们走进各种展会， 走进中小企
业，走进各种市场，搜集意见、现场服务，助推
实体经济发展。 省分行营业部积极参与省经
济信息委员会组织的“中小企业论坛”活动，
与近二十个中小企业签订《金融服务责任
书》；营业部个贷团队下沉一线，到高桥茶叶、
药材等市场开展调研；通过银企座谈会、对接
会、讲座等，宣传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融资
方式，为中小企业发展添上金融之翼。

所以，他们送服务进社区、进机关、进学
校，提供帮助、点燃梦想。去年，省分行营业部
共走访了数十个社区、机关，并在湘潭大学等
5 所高校开展了宣传活动。 省分行营业部在
湖南大学开展了“实习我来了”暨“1+1 指尖
上的绿动”公益宣传活动，吸引了大批同学报
名， 他们纷纷表示希望用爱心传递中国正能
量， 并表达了加入中行暑期实践生队伍实现
金融梦想的愿望。

信息时代，舞台不仅在现实世界，也在虚
拟网络。省分行营业部把柜台搬到网上：开设
电子银行，实现远程业务办理；员工与客户间
建立 QQ 群、微信、博客等，与客户形成全天
候的沟通与联系。理财师林晖就开通了“外汇
黄金交易 20+”、“我爱 T+D”和“贵金属”三
个微信群，为了解国际即时交易行情，他十多
年来一直坚持至凌晨两三点才休息， 手机全
天候迎候客户，一条信息、一个点子，成为客
户投资理财的最好支持。

“银行作为社会的一员，它不仅承担着调
节经济、助力发展、服务民生的责任，还肩负
着更多的公益责任。 这决定了我们服务的对
象不只是企业，是客户，还有整个社会。 ” 赵
濛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服务”理念，湖南中
行搭建平台，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
动。省分行营业部先后参加省、市政府开展的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等活动；在部门建立
了“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组织注册“雷锋志
愿者”91 名，参加各类助学、助残、助困、救灾
等志愿活动；与贫困学子“结对帮扶”，为弱势
人群送温暖、献爱心……

不说惊人的数字，不说重大的意义，仅仅
是这些朴实却温暖的行动， 就足以深深撼动
每一个受助者的心，足以彰显“让社会满意”
的“中行式担当”。

这样的担当，让我们欣喜，让我们振奋！
它的价值，在于正能量的传递，在于社会、客
户和银行的多方共赢———数据显示， 自创建
百佳活动开展以来，营业部业绩、市场占比不
断提升，2013 年， 营业部各项存款余额和贷
款余额皆突破百亿元大关。

不过，在湖南中行看来，这些仅仅只是又
一个“起点”。

赵濛行长告诉我们，2014 年， 湖南中行
将以省分行营业部为样板，在全省 400 多个
网点，开展营业网点规范化服务“十佳”、“百
佳”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实现网点服务环境、
业务种类及处理效率、人员配备与精神风貌、
日常服务管理六个方面的全面升级。

迈上新的征程，湖南中行用“心”践行的
“全球服务”，让我们充满期待！

� 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三大热浪”掀起，正从不同方面改变着国内的金融业态。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为银行业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挑战，传统银行如何
站稳脚跟、实现持续发展？

“提升服务水平，让客户满意”是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湖南中行”）的一个重要答案。 作
为“2013 年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之一，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以优质服务为
抓手，努力践行“全球服务”理念，精心打造三湘一流银行,在赢得更广阔市场的同时，也为传统银行如
何改进服务提供了一个样板。

———看湖南中行全国银行业“百佳”示范网点如何打造“客户最满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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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中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感受全
国“百佳”银行优质服务。

中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为办理业务的
残障人士提供绿色通道。

中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大厅秩序井然。

4 月 2 日，中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举行“2013 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全国百佳
示范单位”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