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篇

“如果没有你们及时相助，我弟弟张开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8月7日上午，招行海口分行（以下
简称“分行”）零售银行部员工林明威收到一条客
户家人发来的感谢短信，其家人在短信中高度赞
扬了分行员工及时救助突然昏迷客户的高尚行
为，并表示有机会一定会当面拜谢。

原来，前一天上午，客户张开（化名）来到营业
厅后突然晕倒，手脚抽搐，呼吸急促，无法站立。
个贷客户经理柳滨赶紧上前询问，发现他已失去
意识，于是第一时间呼叫了120急救电话，并搬出
床铺让张开平躺休息。

在等待120急救车期间，零售银行部员工主
动与他进行交流，并用扇子扇风、主动与其沟通帮
助其恢复意识。紧急时刻，分行员工想查看其手
机以联系其家人，但由于他手机设置了密码，未能
成功。大家急中生智，将手机卡取出换到另一部
手机上，终于在其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标注为“姐
姐”的联系方式。几番解释之后，姐姐终于相信了
他们。原来张开是甘肃人，近期只身一人来到海
南，而家人并未知晓，所以对突如其来的电话及事
情起初觉得难以置信。

120急救车将张开送进医院进行救治，零售
银行部负责人安排两名员工陪同赶赴医院，由于
其孤身一人，两员工先行垫付了120急救及医药
费。医生赞许招行员工拨打急救电话很及时，并
能够在等候期间引导病人恢复意识，是非常正确
的做法。

张开经救治恢复意识后非常感动，认为这是
招行一直秉持优质服务理念的结果，这让自己在
陌生的城市感受到了招行家人般的温暖，感受到
了亲情与爱。

零售银行部员工
及时救助晕倒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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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迎
来两周年的喜庆之日，这是个值得铭记
的日子。

两年前，肩负着百余年历史沉淀的
“招商”金字招牌，紧随着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铿锵步伐，作为海南金融环境走出
低谷的重要标志，招商银行这个国内首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登陆海南，招行海口
分行宣告成立。

面对严峻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形势，
他们依然看到了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的
有利机遇，努力谋划着全行的可持续发
展。2012年12月，他们提出了三年发
展战略规划：“力争全行存贷款规模
2015年末均突破100亿元大关”。

时光荏苒，两年如白驹过隙，留下了
他们一个又一个奋进的足迹；责任如山，
创业似筚路蓝缕，镌刻了他们一次又一
次骄傲的业绩。两年间，在省委省政府
的大力关注和支持下，在招行总行的有
力指导和帮助下，海口分行坚持“赢大
市、做特色、出业绩、树品牌”的思路，每
位员工都努力传承招行使命，为急需输
血的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源源不断的宝
贵资金；他们锐意创新招行模式，为中国
宝岛客户带来了服务的细致入微与资产
的节节攀升。

如今，距2015年末还有1年多，海
口分行已取得较好成绩：截至10月末，
全行负债业务规模突破100亿元，生息
资产规模近150亿元；3家营业网点陆
续开业，据实调整后考核利润的预算完
成率位居系统内之首；各项业务从无到
有并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公司和零售、
自营和同业、本币和外币业务齐头并进
的良好局面。一张专属国际旅游岛的

“金葵花名片”，正在海南800多万民众
心中缔造成型——

这张名片上，镌刻着“建设国际旅游
岛的重要参与者”的头衔。

好风凭借力，海口分行起步的两年
恰逢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蓄势腾飞之
际，作为海南金融的一支生力军，初创期
的他们期待在服务海南经济发展的同
时，实现快速的自我提升。两年来，他们
准确把握海南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积
极关注省内重点投资项目，着力营销医
药、交通、教育、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企
业，确保有限的信贷资源投向关键领域，
目前已与36家大型企业建立了融资关
系和业务往来；先后为多个省重点项目
提供金融支持，为国际旅游岛建设贡献
了一个新建行的最大力量。

这张名片上，镌刻着“海南消费者的
贴心金融服务专家”的头衔。

“客户永远是我们的太阳，而招商银
行就像葵花一样围绕太阳转”。招行的
优质服务有口皆碑，这源于高层的重视，
流淌在每个员工的血液里。两年来坚持
践行的“行长站大堂”服务，让当时每位
来到营业厅的客户享受到了行长亲自服
务的惊喜与尊荣。还有该行的“服务上
岗”认证制度，还有“服务录像我点评”活
动，还有“员工授权机制”为客户提供的
惊喜服务，让每一位消费者对招行的周
到服务赞不绝口。

这张名片上，镌刻着“海南企业发展
的有力支持者”的头衔。

“哪怕客户有1%的需求，我们也要
付出100%的努力去满足。”海口分行树
立“小市场、大作为”的经营理念，深入开
展“一马当先”和“三个一”等营销竞赛，

将高层营销、关系营销、亲情营销、产品
营销有机结合，全行员工以饱满的激情、
昂扬的斗志投身到分行的批发业务拓展
中去。正是依靠这种锲而不舍的韧劲，
海口分行的本地客户从无到有，截至目
前已开拓优质稳定的本地法人客户近
2000家，包括大批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他们还通过开设“小微柜台”等形式，助
力中小微企业成长。

这张名片上，镌刻着“海南金融创新
的积极实践者”的头衔。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创新是
招行的主导基因。两年来，海口分行不
断创新求变，为各行各业提供众多个性
鲜明的产品和服务，全面提升自身核心
竞争力。他们利用互联网金融创新，打
造“轻型银行”，在全国招行分支中率先

完成E家定期理财任务；他们精心编制
的“小招海南”微信号，将金融服务从手
机银行延伸至黏度更高的日常通讯应
用；他们还通过招行独有的网银、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系统，和百余家特惠商户，
以及储蓄卡/信用卡费用优惠政策，跨行
通的便捷，牢牢吸引住了众多客户……

这张名片上，镌刻着“公益海南的努
力参与者”的头衔。

作为国内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海南分支，海口分行一直积极履行金融
企业的社会责任。两年来，他们在大力
推进各项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围绕救
灾抗灾、绿化宝岛、支持教育、扶危济困
等内容，积极探索践行企业公民的道路，
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大灾之时最
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当海南遭遇41
年来最大台风的侵袭时，海口分行在自
身积极抗灾救灾、保证大灾期间正常营
业的同时，还多途径为全省救灾抗灾做
贡献：他们通过省慈善总会，为灾区捐款
116万元，其中有员工个人捐款16万
元；他们派出志愿者到受灾严重的省图
书馆帮助修复受损图书；他们还派出志
愿者帮助万绿园进行垃圾清扫……

专业，提升服务价值；创新，铸就服
务典范；大爱，锻造服务品牌。两年，是
阶段性的结束，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回首来处，招行海口分行人风雨兼程，耕
耘不辍，砥砺前行；展望未来，招行海口
分行人深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满载激情与梦想的他们将永不
止步。他们正继续积蓄力量，奋起每一
支努力前划的船桨，推动着招行海南这
艘大船急速前行。在他们前行的征程
上，一次次铿锵有力的呐喊正在激发，代
表海南金融创新力量的招行声音正在喷
薄而出……

创业两春秋 奋楫启新篇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开业两周年纪实

7月15日，海口分行为海口某大
企业办理了保联璧业务，在规模持续偏
紧的情况下有效满足了企业的低成本
融资需求，这标志着招行海口分行首笔
跨境联动和首笔保联璧落地成功。

今年5月，海口分行营业部负责人
在例行拜访客户时获悉，客户有个困扰
已久的融资难题：作为出口企业，应收
账款迟迟无法收回，严重占压客户的资
金，为此曾向多家银行寻求融资支持。
海口分行经研究，决定向客户推荐招行
独有的保联璧业务，因其融资成本低、
比例高、期限长，几乎满足财务人员对
银行融资产品的全部期望。

保联璧需要配套授信支持，而客
户在招行尚无授信，若此时发起授信，
耗时过久会丧失业务良机。于是，海
口分行向客户推荐了“存汇盈”+“保
联璧”的存款、融资二合一方案：全额
保证金质押办理贸易融资属低风险业
务，既达到了分行对客户的授信准入
门槛，又为招行带来稳定的外币存款；
且办理“存汇盈”两天后，境外资金即
可通过贸易融资回流客户账户，不会
占压客户的资金流。客户当即决定在

招行办理该业务。分行第一时间组织
营销团队，从合同签订、货物的检验、
运输、报关，全面深入地了解每个交易
步骤的细节；根据客户的需求每周为
客户向境外分行询价，并根据客户要
求五次修订了详细的融资方案。

正当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时，却遇
上新问题：境内外币融资规模紧张、成
本高；招行境内及各境外联动平台融资
规模接近饱和，价格逐步攀升。如何能
在不增加客户成本的前提下兑现原有
的服务方案？分行营销团队把寻找保
联璧合作行的目光从招行境外分行投
向了新建的招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终于
在7月10日确定好报价和规模。

刚松一口气，就得知总行下发新通
知，要求自14日起全行外币存款FTP价
格下调30个BP，这意味着届时客户的收
益将下降30个BP。为保证客户的成本
和收益，客户的资金在11日下午2时45
分从其他银行转到分行后，分行争分夺
秒，10分钟内就完成外汇交易的测算、核
对并提交总行。最终，本笔“存汇盈”的
收益锁定全部完成，充分体现了海口分
行在跨境联动业务方面的开拓能力。

自今年6月招行总行在全行推广
小企业E家定期理财业务以来，海口
分行认真践行轻型银行战略，围绕市
场大力进行推广，通过成立专业营销
团队、积极学习产品、制定精细化的推
广方案，推动该项业务健康快速发
展。7月28日，经多方努力配合，海口
分行完成首单4875.34万元小企业E
家项目的发布。截至9月19日，在短
短不到两个月内，海口分行率先完成
总行下发的任务。这是新建分行上交
总行关于践行“轻型银行”战略的完美
答卷。

为快速推进这项任务，海口分行
领导、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快速组成

“铁三角”营销团队，联合出击营销客
户。在分行国内信用证客户为数不
多，授信客户排斥新型产品的情况下，

“铁三角”各司其职，对每一客户进行
讨论分析，以此锁定目标客户，确定营
销要点并制定特色服务方案。

分行从客户着手，不断地、充分地
使其了解分行小企业E家定期理财产
品收益率高、风险低、期限灵活、购买
方便的特点，逐渐瓦解客户的心理防
备。进而通过客户的购买欲来刺激客
户经理的营销积极性，并让客户经理
认识到小企业E家不仅不会稀释存
款，还会带来更多的行外存款及增强
客户与客户经理的合作粘性。

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单一
的推广渠道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
展。海口分行采用多元化推广方针：
一是通过合理的考核和有效户激励，
将E家定期理财纳入分行全员大营
销；二是借用互联网、短信、微信、电话
等多渠道轮番推送项目和产品信息，
刺激客户投资意愿；三是实时跟进营
销情况，从客户接触、商机发掘、产品
培训到产品销售，不断分析、跟踪、改
进营销策略及渠道，从而达成E家任
务。

2014年8月底，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都陆
续送到学子手中，然而海南省很多贫困学生却因
经济问题难圆大学梦。招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联合
海南省慈善总会推出慈善捐助学子活动，量身打
造“海南省慈善总会价值认同卡”，助力362名贫
困学子圆梦大学。

活动当天，由于客户数量众多，营业部派出3
名柜员，早上7点半就从行里出发，携带离行设备
赶到活动现场，快速为客户办理激活银行卡以及
功能产品等业务；同时有5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
行疏导、指导填单、协助咨询和网络维护。

得到爱心捐助的每个学生的脸上都写满对大
学的憧憬和对未来的希望，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都
纷纷夸赞招行上门服务的用心、到位，当天也来了
很多媒体朋友，对招行员工的精神风貌以及招行
银行卡的优惠进行了大量报道，营业部联合海南
省慈善总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树立招行良好
品牌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助力362名贫困学子
圆梦大学

热烈祝贺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开业两周年

率先完成E家定期理财任务首单保联璧花开海口

海口分行营业部
世贸北路1号（海岸壹号C栋综合楼）
0898-68578100

国贸支行
国贸路6号瑞特广场一层
0898-66596760

海甸支行
海甸五西路42号兆南绿岛家园一层
0898-66203056

联系方式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举办的亲子财商成长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