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优质服务？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而言，优质

服务内涵不一而足。

它是“金钱往来”之外，深刻洞察客

户需求，想客户之所想；是不言困难、不

讲条件、不打折扣，积极落实国家政策，

勇担社会责任；更是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服务无小事，细节暖人心。

高校学子是银校合作重点关注、重

点服务的人群。对于那些初次离开父

母，踏入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来说，成

长路上最需要的第一课就是金融安全

课。每年，省分行都会开展“送金融知

识进校园”宣讲活动，帮助在校学生防

范金融风险，提升有效运用金融知识、

合理使用金融产品的能力。

今年3月至4月，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就联合湖南大学，先后在 21 个院

系举办了“金融知识进校园”系列主题

教育活动，为4000余名在校学生普及

了校园金融安全知识，引导学生抵制

“校园贷”、防范电信诈骗。

真实生动的案例、简洁明了的微视

频、风趣机智的现场问答……赢得了学

生们一致点赞。他们说：“感谢中行。

通过这样的活动，加深了我们对银行业

机构和业务的了解，提升了防范金融欺

诈的意识和能力，远离非法金融服务。”

不止普及金融知识，中国银行湖南

省分行还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提高他们

金融素养。他们积极邀请学生参加总

行组织的校园证券模拟交易大赛，通过

一场场“实战”，为学生提前适应金融财

经环境打下坚实基础；他们积极推动人

才共育，面向合作高校招纳暑期实习

生，从2016年至今，共为872位学生提

供了实习机会，既培养人才，又储备人

才，走出了一条银校双赢的合作之路。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手

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

大对普通高校贫困学生资助力度所采

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可通过所在高校向银行申请办理，用

于支付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杂费。

为寒门学子提供暖心服务，中行不

仅落实好国家政策，还做好“自选动

作”，根据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及收入

水平，给予最长三年的还款宽限期，意

味着学生可以申请在毕业后三年再归

还贷款本金，这种人性化的设置，大大

减轻了学生负担。

2016 年 9 月，湖南大学机械与运

载工程学院机械班的同学走进中国银

行湖南大学支行，在中国银行助学专干

的帮助下，申请了一笔国家助学贷款。

这是来自国家的一份温暖，鼓舞着学生

努力奋斗，帮助家庭脱贫致富。申请国

家助学贷款的同学们，在上学期间不用

再操心学费这一难题，可以安心专注自

己的学业，好好享受大学四年的象牙塔

时光。

截至目前，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累

计投放国家助学贷款超3.5亿元，帮助

无数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走向社

会。

一位即将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研

究生，在校园里看到了“师大校友卡”的

宣传资料，第一时间来到中国银行师大

支行（设于校内）咨询，在了解到校友卡

的纪念意义与暖心权益后，这位即将走

出象牙塔的学子毅然提交了申请，他说

道：“没想到在临近毕业之际，可以办理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卡片，用卡支付就可

以为母校的建设添砖加瓦，以后回到母

校凭这张卡，还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去

食堂吃饭。”

秉持“服务校友发展 服务学校发

展”的宗旨，中国银行联合湖南师范大

学推出了“中国银行湖南师范大学校友

认同卡”。一张小小的卡片，不仅有品

质金融服务，更彰显了湖南师范大学校

友身份，凝聚了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该信用卡一经推出，便深受广大

“湖南师大人”的青睐。自2018年9月

推出以来，办卡的师生、校友已近7000

人。

在中国银行各大营业网点，一个个

服务师生的故事，点点滴滴，看似稀松

平常；琐琐碎碎，看似乏味无趣，却让在

此工作生活的师生们切实感受到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扎根校园、服务师生的

诚意。

“教育是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事

业，也是我们当前服务的一个重点。”罗

建军行长表示，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希

望能与湖南各大高校实现多领域、多形

式、多层次的合作，树立全国银校合作

典范。

铁肩担大义，深情藏沃土。

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岁月长河

中，中国银行与湖湘教育始终并肩同

行。

未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必将以

更有力的担当、更饱满的激情，为湖南

教育事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出更加磅礴的“中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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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红 张 笛
麓山脚下，湘水之滨，汇聚

着湖南三所顶级高校的长沙大学
城，创新之潮汹涌澎湃。

就在这个季节，就在这片蓬
勃的热土上，湖南师范大学和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这两家有着厚
重历史的机构，正式签订《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开启了一段携手探
索银校合作新路径的征程。至
此，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高校市
场布局进一步完善，成为我省唯
一一家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三所重点高校均建立
银校合作的商业银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罗建军表
示，“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岁月
长河中，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始
终与湖湘教育并肩同行。”

近年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不断加强院校金融服务力度，
与省内多所著名大学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金融服务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合作，获得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成为银校合作这片蔚蓝
海洋里当之无愧的“急先锋”“主
力军”！

一家银行经营百年而延续不断，必然与国家命

运根脉相连、休戚与共。

对百年中行而言，“中国银行”不仅仅是一个名

称，更代表着一种家国担当。

自 1912 年成立以来，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

时刻，总有中行默默支持的身影；民族振兴的每一

项伟大事业，总有他们守望相助的声音。

走进新时代，中行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

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舍我其谁的使

命感，深入贯彻国家战略，为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

金融服务，助力构建完善的校园金融运营体系，用

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2018 年 8 月 23 日，中国银行与教育部在京签

署《助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合作协议》，吹响了支持

民族教育事业的新一轮号角。

中国银行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

势，做好国家助学贷款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助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通过金融力

量倾力支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这标志着中国银

行服务教育事业发展将迈入新的更高的阶段。

作为中国银行根植湖南的“桥头堡”，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积极践行总行精神，把协助推动湖南

“双一流”高校建设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支持

湖南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2004年，中标教育部

助学贷款，发放第一笔助

学贷款；2007 年，发行第

一张校园一卡通；2009 年，设置

校区内第一台自助取款机；2011

年，发行中南大学联名信用卡，助

力“和谐基金”；2013年，实现网上缴纳学费；2014

年，发行湖南大学联名借记卡；2018年，发行湖南师

范大学80周年校庆校友卡……

1992 年，中国银行湖南大学支行成立，1994

年，中国银行中南大学支行成立，1995年，中国银行

湖南师范大学支行成立；2006年，中国银行商学院

支行成立……从零起步，中国银行已在三湘大地建

起15个校区营业网点，织密了一张覆盖全省的校园

金融网。

各大网点充分发挥集团多元化服务优势，为省

内高校量身定做服务方案，配套优惠政策。其中，

与湖南大学已成功“牵手”15年，与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三所重点高校均建立战略合

作，2019年又成为湖南师范大学银校合作唯一合作

银行。

在银校合作的“试验田”上，省分行不断精耕深

挖，加快布局高职院校的步伐，一步步拓展着教育

金融发展的新天地。

高等学校规模大、人数多，服务对象包括学校、

老师、学生等各类客群，如何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

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

这是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一直在思考探索的

课题。

纵观我国近二十年至近十年教育发展路径，能

在短时间内迈入教育大国，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的转变，金融支持功不可没。伴随着高校扩展

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校对资金的需求越来

越大。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敏锐把握需

求，加大投放力度，以实际行动为学校

扩建改建、软硬件升级提供了强有

力支撑。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教育行业贷款

余额较上年度末增长38.13%；

实有贷款客户数较上年度末

增长51.47%。

当前，经济形势正不断变

化，新的授信主体和信贷需求

随之而来。中国银行大胆创

新，推出多款特色金融产品，为高

校师生创造更加美好的金融生活。

“青春 E 贷”，是中国银行为高校

学子精心打造的一款信用消费贷款,帮助

学生有效防范不良网络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学

生在校学习期间的日常消费、培训、游学，不仅支持

手机操作，方便快捷，还具有额度合理，利率优惠；

期限灵活，随借随还等特点。

截至2019年10月末，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青

春E贷”业务共计申请1157笔，帮助广大学子通过

合理消费圆梦。

此外，中国银行还为出国留学的学子们精心打

造了一款抵质押消费贷款——留学贷款，包括：美

元、英镑、日元、欧元、港币、澳元、加元七大币种。

用途囊括学费、生活费、留学保证金等，为同学、老

师以及其子女们留学之路保驾护航。

……

不仅为学生求学提供了客观的贷款资金支持，

中国银行还为代发工资的高校教师也量身定制了

贷款服务。

额度高至 30 万，无抵押担保，手机银行申请，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的“中银 E 贷”深受教职工喜

爱。

“这款‘中银E贷’为客户提供全新的融资体验，

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决策引擎进行贷款‘秒批’，实

现客户‘无等候’体验。这样的产品设计，进一步拉

近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距离，让更多的金融服务‘触

手可及’。”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客户经

理介绍，截至目前，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本年度已累

计发放“中银E贷”9.22亿元。

过去，学生去食堂要用餐卡，去图书馆要使用

借书证，去医务室要出示学生证，回宿舍还要刷门

禁卡……卡片众多，不利于管理及使用。

“校园一卡通”，为学校教务、后勤、财务等信息

化集中管理提供了载体，不仅提高工作效率，保障

了资金安全，还为学生学习、生活提供了便利，集门

禁卡、图书卡、水电卡、餐卡等功能为一体，让学子

一卡在手，生活无忧。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优化校

园卡手机银行缴费、食堂扫码付等场景，为学校师

生提供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

作为国内跨境业务的优势银行，中国银行持续

创新，深耕国内外市场，为师生出国深造、旅游也提

供了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6种外币的国际/双币信

用卡，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助服务终端和柜台全

方位的便捷购汇服务，32种外币兑换、18种外币的

境外电汇服务，币种最全的“外币现钞线上预约”服

务，包含7大币种整钱及零钱的“外币现钞零钱包”

服务，以及出国留学的“签证通”服务，让师生在银

行一站式办理签证及境外金融业务。

百年大行之担当
助力教育事业发展，筑牢民族振兴基石

百年大行之谋划
金融产品推陈出新，银校合作迈入“蜜月期”

百年大行之情怀
润物细无声，服务暖人心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为

学子普及金融知识。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大堂经理指导学

生使用智能柜台。

（本版照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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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卡，小卡片，多用途，实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领域 102 项业务应用，是当前社会关注、政

府推动的重点项目。

为充分服务好校园师生的社保卡采集发放工

作，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积极部署高校社保卡拓展

工作。

社保卡信息采集工作涉及人数多、面广，如何

提升客户体验？该行想客户之所想，以细心周到的

服务切实提升用户满意度。

针对退休人员、在职职工分别采取集中采集、

上门采集的服务方式，制订出个性服务方案，在统

一采集时，提前对进门排队取号、照相、信息采集、

确认签字等一系列流程进行规范，并及时优化客户

反馈的问题，同步优化，确保整个环节流畅、简洁、

高效，赢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认可。

小小的一张社保卡，不仅承载着广大居民沉甸

甸的信任与托付，更凝聚了一代湖南中行人的智慧

与力量。截至目前，仅中国银行湘江新区分行已分

别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工商

大学等高校师生提供社保服务，共计开立社保卡

4.2万多张，在服务广大师生、支持民生发展中留下

了坚实的履痕。

百年大行之视野
功在当下，利在长远

中 国

银 行 湖 南

省分行正

在为高校

师 生 提 供

社 保 卡 办

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