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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银行业正大步迈向 Bank3.0 时代。
一个个银行巨头站上了互联网的风口，一批批网络科技企业将触角伸向金融……传统与现代交融，金
融与科技共舞，边界变得模糊，未来却愈发清晰。
无人银行、DIY 银行、新零售银行……各类以 AI 技术、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智能银行网点走进人们的
视野，在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多个场景服务的同时，也彰显出各大行的科技金融实力。
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银行，正是这赶潮队伍中的“先行者”之一。
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国银行首家网络金融专业支行落户长沙梅溪湖畔。 一年来，它拓展新思路、引进
新技术、探路新模式，不仅发挥了中国银行网络金融产品落地“试验田”的作用，也为银行业未来发展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

探路“未来银行”
中国银行长沙市梅溪湖支行员工风貌。

——
— 看中国银行长沙市梅溪湖支行如何耕好网络金融“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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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红

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国银行首家网络金融专

徐 梅

美丽的梅溪湖畔，麓山如黛，绿树成荫。

业支行、 中国银行与腾讯金融科技合作的示范 基

这里规划了梅溪湖创新科技研发中心、 国际

地——
—中 国 银 行 长 沙 市 梅 溪 湖 支 行 正 式 开 门 营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国 际 CBD 三 大 引 擎 ，云 集 着 一 批

业。 与其他支行不同，它一出生就肩负着“互联网 +

顶 级 商 业 综 合 体 、高 端 住 宅 、名 校 集 团 ，是 国 家 级

银行”试验的特殊使命。

从创新求变到不断裂变

据《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
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面对金融
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冲击，
绿色低碳示范新区，也是长沙未来城市 中心、创新
梅溪湖支行究竟与传统网点有何不同？ 开 业
银行网点仍有其不可取代之处，未来几
项目的绝佳孵化地。
一年，它做了哪些探索？ 又将带给消费者怎样的惊
年其不会大规模减少， 而是会出现结
一年前，就在这里，中国银行划上了它举重若
喜？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中国银行长沙市梅溪
构性调整。
湖支行，一探究竟。
轻的一笔。
在中国银行总行的大
力指导和支持下， 梅溪
湖支行的“试水”，为
其众多传统网点如
何搭乘网络化、
从传统银行到智能网点
一场高科技的盛宴
智能化“战略动
车 ” 实 现“换 轨
赶超”提供了重
来到支行门前，“中国银行” 四个大字
级别的“全民 K 歌”。
性、更便利、更快
要路径。
捷的特点。 但在
古朴醒目，配上金茂府厚重的外墙，浓浓的
在中厅的体验区， 智能大屏、 智能茶
在决策流
中行人看来，这
“
百年银行”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同时，依托
几、互动竖屏等高科技设备让人目不暇接。
程上，
商业银
些设备还不足以
中国银行总行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大堂却
以往传统银行的网上银行体验区在这里布
行 所 建 立 的
体现未来银行的
展现了另一番景象：白色主调的设计、科技
置得很温馨，有“家”的感觉。 为了给客户
特征。
“总—分—支”分
感超强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 让人瞬间穿
最佳体验， 梅溪湖支行配备了智能桌椅。
2018 年 6 月
级管理， 常常导
桌子可根据客人身高和使用习惯精确调节
越到未来。
29 日， 作为中国银
“女士，您好！ ”机器人伊娃迎上前来，
高度；椅子采用人体力学设计，可根据客人
致决策链条相对
行湖南省分行首家试
主动问候。 得知我们想参观大堂，伊娃热
坐姿习惯调节方向角度。 这些别具匠心的
较长， 缺乏灵活性。
中国银行长沙市梅溪湖支行。
点网点， 梅溪湖支行率
情地当起了“导游”。
细节， 真切地让人感受到未来银行“人性
梅溪湖支行虽然是支
先投产移动智能终端。 只
“
可别小看这个机器人。 ”陪同我们参
化”的设计理念。
行， 却与二级分行同级，
要客户有需求，客户经理即可
观的梅溪湖支行大堂经理笑着说，“伊娃是
在左侧交易区，“机器代替人工” 在这
业务事项可直接通过“绿色
上门办理网银和手机银行开户 等
我们的大堂助理，能使用英语、粤语好几种
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同于传统银行以人
通道” 向中行总行或省分行汇报，
业务，把“柜台”移到了客户方便的地方。
语言为客户介绍银行产品和相关信息。 她
工柜为主， 梅溪湖支行仅设置了一个人工
便于快速决策。
“正如《Bank 3.0》一书中所说的，未
还能实现人脸辨识。 来我们这儿的
‘
熟客’，
柜台，却设置了四个智能柜台，过去人工柜
在资金、人力、资源方面，中行总行
来，银行将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行
她都
‘
认识’。 ”
台的非现金业务几乎全部移至智能柜台，
及省分行给予大力支持。
为！ ”陈桂强行长说：“我们希望通
在伊娃的带领下，我们对大堂有了更
且办理速度比人工柜台提升了许多。
此外， 不同于其他支行
过打造网络金融专业支行，
清晰的了解。
“过去在传统柜台开卡，一整套流程下
考核的是存款、贷款等盈
率先让消费者畅享全 面
右侧区域， 放置了个人征信打印机、
来需要半个小时。 在智能柜台， 只要几分
利指标， 省分行对梅
智能化综合金融体验
钟。 ”大堂经理告诉我们：“因为速度快，好
360°全景动画贵金属展示柜等智能设
溪湖支行采取一套
服务，引领消费者提
多客户现在都习惯了在机子上办理业务。
备。 近一年来流行于各大商场的“K 歌
不同的考核体
前体验未来银行的
有了智能设备的帮忙， 更多的人力可以去
房”，也被搬进了银行大堂。 大堂经理告诉
系，主要考核获
生活状态。 ”
做线上产品。 ”
我们，这是腾讯和中行的“特别手笔”，也是
客能力和创新
中行构建“O2O 生态圈”的重要示范。 中行
智能柜台、虚拟迎宾、夜间橱窗等高科
能力。 这也让
客户办完业务，走进“K 歌房”，只要用中行
技设备，加上充电站、自动售货机等便民设
梅溪湖支行
手机银行刷一刷，花一分钱就能体验专业
施，让人充分体验到智能银行更轻型、更人
的“发力”方
向更加明
确。
从传统思维到互联网思维
一次深层次的变革
“志不求
易、 事不避

智慧大堂是梅溪湖支行的“门脸”，却
远不是全部。
梅溪湖支行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是
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全新运行模式。
早在成立之初， 中行对梅溪湖支行进
行了全新定位：它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以
线上为主的金融服务机构， 以大数据为支
撑、创新服务模式、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
良好的金融服务体验；它是总行、湖南省分
行网络金融产品落地的试验田； 也是湖南
中行网络金融人才的培训基地。
在战略伙伴上， 中国银行携手互联网
“大佬”腾讯，双方约定在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探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新路。“新时代
下，依托大数据支撑、个性化定制、线上线
下融合、 核心场景生态打造来创建网络金
融专业支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客户
服务网络化、 智能化、 便捷化发展的新方
式。 ”省分行行长魏国斌说。
有了明确的定位支撑， 有力的背景支
持，梅溪湖支行站在了全新的起点，趟出了
一条全新的路子。
他们与“全民 K 歌”开展跨界合作，推
广线上活动， 扩大了中行在青年客群的品
牌影响力；在手机银行端口新增“投票”功
能， 通过高校迎新晚会节目投票，5 天时间
获客 1869 户。
他们在智慧社区项目中， 与省政府指
定的小区服务类官方平台高信网络有限公
司全面合作，在“文明社区”APP 上嵌入该
行提供的物业缴费及故障报修等多方服

务，形成定式化、批量化小区营销模式。
在青春 E 贷项目中，对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成功试点开办青春 E 贷业务，并先后
对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重
点高校顺利获批散客制模式， 为符合条件
的学生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网上申请、网
上操作、随借随还，解决高校“网贷”问题，
引导学生正确消费……
2018 年 10 月 30 日，长株潭城际铁路
“
铁路 e 卡通”正式上线。 市民在 12306 手
机客户端完成开户后， 无需排队购票乘车，
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即可进站、支付、出站，
为市民公交化乘坐城际铁路提供全新体验。
这个项目， 是由中国银行与广铁集团、
湖南城际铁路公司等合作开发，在全国唯一
试点行长沙市梅溪湖支行落地。它既是中行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方便群
众出行的民生工程。在不到 60 天时间里，它
不仅为 4 万多名群众提供了便利，也为梅溪
湖支行带来 4.6 万新客户，相当于一家普通
传统网点 1 年甚至几年的获客量。
“在互联网思维下，我们不再以银行为
中心去营销客户， 而是以用户为中心创造
场景、优化体验，以此获客、活客。 ”中行梅
溪湖支行客户经理告诉我们， 在产品服务
的变化背后， 是支行对运营模式、 业务流
程、业务渠道、产品服务、人员培训等方方
—
面面的系统性变革——
探索宣传、获客、活客新模式。 改变过
去传统网点“等客上门”的姿态，走出大门，
创新“微信朋友圈”等宣传渠道，积极获客；
改变传统网点线下为主的渠道， 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场景
体验，将客户从线
下向线上“引流”。
探索营业网点客
户服务新模式。 不同于
过去多从网点标准化配置
出发配备智能设备，梅溪湖支行
从客户喜好、网点定位出发，进行设备
配置与运营管理。 精简人工柜台，探索弹性
开办方式；拓展厅堂服务，打造 4-5 个扫码
场景提升客户体验；设置弹性上班时间，最
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
探索网金产品落地、复制新模式。跳出
“以线下业务办理为主”的传统角色，当好
网络金融产品推广的“桥头堡”、用户线下
向线上引流的“入口”。积极推广总、分行网
络金融产品；树立示范标杆，实现智能柜台
迁移率 98%、手机银行捆绑率 95%、激活
率 100%；探索产品复制新模式，拓展产品
应用场景。
探索互联网金融人才培养新模式。 创
新人员组合机制，实施项目 / 产品组员制；
强化内部培训， 开展内部课题竞赛， 鼓励
“天马行空”，营造“创新文化”；加大人员交
流力度， 为其他网点及时输出优秀网络金
融人才。
有这样一个数据，2018 年， 梅溪湖支
行就改进线上线下客户体验， 向总行提交
建议 19 大项、27 小项，很多已被采纳。 梅
溪湖支行作为传统银行网点向智慧网点转
变的一次深度“试水”，正成为中国银行实
践金融创新和《Bank 3.0》的绝佳场所。

一段面向未来的征程
难、义不逃责，我们将按照总分行要求，
当好网络金融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不
断拓宽、丰富智慧网点的外延与内涵。 ”
对于未来怎么干，陈桂强行长给出了几
个“更”——
—
更透彻的客户洞察。 网点放置了很
多新型设备，不仅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
务体验和产品展示，也可收集客户相关
信息。 后期，这些数据与银行的交易数
据进行整合，同时借助合作方腾讯的庞
大数据库，以更好地获取客户需求的洞
察。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 在广度上，加
强线上线下整合；在深度上，让智慧网
点成为社会化共享渠道，不仅承载自有
业务，还承载非银行业务，如网点周边
的衣食住行等。 通过互联网 + 金融，将
生态圈做成一个闭环，客户所需的金融
服务及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在生态圈中
找到切入点。
更多金融服务场景，以民生服务为
抓手，以社区、校园为重点，创新服务场
景与服务手段，全力普惠民众、服务大
众，“客户”+“场景”，适应社会新时代变
革要求。
更精准的营销服务。 通过加强数据
分析应用，提升客户服务体验，提高网点
客户留驻及精准营销能力。 未来，该行将
运用大数据，对客户精准分析，提供有针
对性的产品和服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而今，梅溪湖支行已迈出了“万里
长征”的第一步，未来依然任重道远。 湖
南中行将践行总行“建设新时代全球一
流银行”的战略，细心耕耘网络金融发
展的“试验田”，释放互联网金融的裂变
效应，实现互利共赢，为支持湖南经济
发展、服务百姓民生多作贡献。
200 多平方米的“创新场”，激荡着
湖南 21 万平方公里的“磁力”。
随着中国银行网络金融创新步伐
的加快，“未来银行”引领现代金融生活
的美好图景正向着我们，渐行渐近……

中国银行长沙市梅溪湖支行员工
正在贵金属展示柜前为客户介绍产品。

机器人伊娃正在为客户解答业务。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银行长沙市梅溪湖支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