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时代里，中国军人用钢铁意志，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岁月静好，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在建军节到来之际，有一个群体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就是——退役军人。在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就有着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245名退役军人，他们曾在陆、海、空、武警部队服役。身着戎装时，他们守卫祖国，守卫人民；融入企业时，他们坚守岗
位，尽忠职守。

作为一家有着家国情怀的百年企业，为退役军人提供个人成长的广阔平台，真诚关爱关心退役军人，让他们体会到“家"的温暖，是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贯彻落实党中央拥
军优抚工作部署安排的一项具体行动。对于拥军优抚工作，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一直在积极行动，主动作为。面对广大军人、退役军人，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精心提供“优质、
优先、优惠”的金融服务，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军属的良好氛围。

为致敬“最可爱的人”，充分展示中行员工勇于担当、敢打硬仗的精气神，我们通过此次专题故事，以部分退役军人员工的成长故事，生动展现退役军人发扬优良作风，服从
大局、勤劳奉献，为中行发展添砖加瓦，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事迹。

未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还将继续秉持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创新拥军优抚金融服务的机制模式，书写军爱民、民拥军、军民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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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为退役军人提供广阔成长平台

热血儿女金融报国

王仲

郭祖成

吴坤富
褪去戎装再写精彩人生

1990年入伍服役的吴坤富，4年后退役进入
中国银行。从安保部门到支行网点，再从一线回
到二线，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自己共产主义
信仰。“阳刚、守时、执行、敬业”，这是军旅生活给
他留下的深刻印记，也是他信守了二十多年的工
作准则。

坚守一线，为金融事业贡献力量

军人的特质，写在吴坤富的脸上，也体现在他
的工作中。“吴坤富勤勉敬业，总是以饱满的精神
投入于工作中。”提到他，同事们竖起大拇指。

部队期间荣立三等功的他业务能力好、风险
意识强，积极肯干，又总为他人着想。现在，他肩负
着港澳区库房的日常管理运营。拥有会计档案90
万册、各类凭证400多种、近4000平米的库房，看
似枯燥，对于吴坤富来说，对他而言是服务他人的
宝地。

“我曾在基层网点工作过，深知一线客户服务
工作的不容易。”日常工作中，吴坤富总是想尽各
种办法，为一线档案查询工作提供便利。因为库
房地处郊区，网点领取凭证和查询档案的路程较
远，他总是主动帮忙进行多项资料集中分发，并事
先电话沟通，尽量减少办事人员的来回奔波。

“我不怕苦和累”，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从事库房管理这几年，搬运档案货箱、维护密集
架、沙包封堵防涝、疏通排水等工作，他从来都是
亲自动手。受台风影响，库房一带严重内涝时，他
带领库房同事封堵大水，对库房各处进行加高加
固，确保了库房的安全。

“走”过奥运，将拼搏精神带到岗位

在吴坤富眼中，在中行的每段成长经历都是
十分难忘。

因为从小喜欢篮球，吴坤富曾经在青少年业
余体校篮球队训练3年，后特招进部队篮球队，算
是半个专业运动员出身。“12岁开始，我就有了一
个奥运梦。”他说，每次看到国旗升起的瞬间，心中
都会热血澎湃。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海南进行，
怀揣梦想的吴坤富报名参加了奥运火炬手选拔，
最终成功入选，儿时奥运梦终成真！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在中行这
个大家庭，我不仅实现了职业理想，更实现了人生
梦想。”吴坤富说，“未来，我也会秉持着奥林匹克
的拼搏精神面对人生的每一次挑战，在中行这个
大舞台上发光发热。”

赖广娜
从退伍女兵到银行服务明星

整洁利落的工作服、温暖真诚的笑容……走
进中行海口国贸支行，总能看到赖广娜认真接待
客户的身影。虽然退役多年，她身上依然有着军
人的干练利落。

赖广娜1995年加入中国银行，目前担任国贸
支行的大堂经理，20多年来，她始终保持着一颗
军人的心，以“为人民服务的”的初心坚在一线，用
坚毅和担当，赢得了客户的尊重和信赖。

初心不改，客户信赖的知心朋友

“她性格热情温和，总能很耐心倾听客户诉
求，快速、清晰地解答疑惑，她是很多客户信赖的
知心朋友。”这是赖广娜的同事对她的评价。

赖广娜所在的中行国贸支行位于海口国贸路
繁华商圈，人流密集，业务量大，这对大堂岗位是
不小的挑战。好强的赖广娜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提升业务技能，形成了自己
的服务风格。

作为大堂经理，只要能帮客户解决实际困
难，不管是分内的，分外的，赖广娜总会尽力去
做。赖广娜说，有一次，一位女士前来银行网点
为瘫痪在床的老父亲办理密码挂失，按照规定，
密码挂失必须由本人前来亲自办理，但是考虑到
其父亲生病行动不便，她及时带着同事到客户家

中为其办理挂失手续。办完了业务，赖广娜在聊
天中得知老人病况跟自己邻居阿婆病况相似，而
阿婆在知名专家医生治疗下已经能下地慢慢行
走，便热心地联系邻居寻得医生信息，并转交给
老人。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赖广娜常说，只要客户
满意，一切付出都值得。

业务能手，多年耕耘载誉累累

赖广娜凭借优质服务赢得了客户的普遍信
任，也创造了优异的业绩。其中2016年她个人存
款业绩累计人民币8000多万元；企业存款累计人
民币9000多万元；房贷项目、汽车分期业务和保
险业务多面开花。

进入中行以来，赖广娜曾分别两次被评为海
南中行“最佳营销员”和“优秀共产党员”；连续两
年获评存款业务先进个人和优秀大堂经理，更是
被评为海南银行业“明星大堂经理”

在她看来，正是在部队练就的不服输干劲在
指引着她一步步前进，而中行对退役军人的关爱，
更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每年‘八一 ’建军节时，
行里都会对我们进行慰问，在工作上取得成绩时，
省行、支行都会及时给我肯定，感恩中行大家
庭。”她说。

吴芃燊
退伍不褪色 奉献在基层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在部队要当一名军事过
硬的战士，在单位，也要成为一名精通业务的能
手。”1992年加入中行的退役军人吴芃燊回顾起
成长经历，颇有感慨。近30年的金融生涯，吴芃燊
保持着军人本色，历经安保部门、办公室、基层客户
经理等多个岗位，凭着自己坚持和努力，从一个金
融“门外汉”成长为个贷业务的行家里手。

褪去戎装，金融老兵与客户鱼水情深

1992年，20岁的吴芃燊光荣退伍成为中行
文昌支行一名员工。多年下来，文昌一带的乡村
街道都曾有他留下的脚步。面对客户的诉求，他
任劳任怨，经常加班整理资料，只为早一点为企业
提供支持。

“我以前当兵，懂得军民鱼水情，其实，客户与
我们的关系也是鱼和水的关系，这也是我对银行
服务的领悟。”吴芃燊有着军人的刚烈豪爽，也有
非常细致温和的一面。今年3月，受疫情影响，在
文昌铺前镇林梧圩经营养猪场的郑先生急需资金
支持，却苦于没有抵押物。到企业调研后，吴芃燊
发现企业符合中行新推的复工贷产品条件，于是
快马加鞭地为其办理了50万元信用贷款，及时缓
解企业燃眉之急。

“疫情期间很多企业受到影响，我们都会尽全
力给予金融支持。”吴芃燊说，文昌当地一家椰子
加工企业因资金短缺面临停产危机，在中行信贷
支持下，最终回到正轨，“有一次回访客户正值夜
间，看到加工厂灯火通明，生产线一片繁忙，我特
别感动，那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场景。”

业务亮眼，感恩中行相伴成长

截至目前，吴芃燊累计发放贷款2.88亿元，贷
款余额1.08亿元，能熟练掌握十几个贷款产品。
2013年，他获得了总行“年度先进个贷经理”称号。

从一名军人转型为出色的银行员工，吴芃燊
用比旁人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练习操作技
能。2014年，支行在叙作某楼盘按揭项目时，吴
芃燊跟着年轻人一起，到支行个金部跟班学习，在
短短一个半月中，顺利发起20笔业务，放款近
2000万元。

如今，吴芃燊已是中行颇有名气的业务能
手。但在他看来，是中行给了他发光发热的平台，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也收获满满，感恩各届行领
导的包容、信任以及同事们的帮扶。”他感慨道，

“未来，我将继续做好普恵金融业务，为更多的企
业、商户送去金融活水。”

赖广娜

吴坤富

吴芃燊

王仲，出生在华侨之乡文昌，
毕业于福建华侨大学数学系。毕
业时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
他说，“大学给了我自由平等公正
的价值观；部队锤炼了我忠诚、责
任、担当的品格；中行给了我帮助
他人的平台和家的温暖，这是一
生的烙印。”

用心助人
关爱员工做实事

1990年，从陆军某部正连参谋
转业到海南中行工作的王仲，是有
着7年军龄的老兵。当时，初入职
场的他，还是一个金融新兵，“但是
我很幸运来到中行，得益于中行和
谐友爱的企业文化，让我感觉时刻
沐浴在阳光下。”王仲说。

一路走来，王仲从电脑部到三
亚分行，从安全保卫部到工会工委
等多个部门，经过不懈努力，一步
步从普通员工成长为科长、部门总
经理。

谈及成长历程，王仲引以为傲
的是在押运社会化的背景下，顺利
帮助押运员成功转岗。

他组织押运员用寓教于乐的
方式学五笔打字，经过一段时间的
训练，这些押运员的五笔打字技能
竟超过了其他员工。押运员们会
了这个技能后，他因人设岗，让大
家从简单的录入工作，到ATM机
维护，到印鉴折叠，再到柜员工作
……这批队伍中，涌现出许多的优
秀党员、营销达人。

从事工会工作以来，他“重方
法、点子多”，有效发挥了工会组织
的桥梁与纽带作为；深入基层，主
动为基层减负；牵头全辖建立起特
困职工档案，为困难职工送去关怀
和温暖。

运动人生
不负韶华再出发

军营练就的毅力和自律能力，
一直伴随着他。中行的骑行、户
外、网球等俱乐部丰富的活动总有
他活跃的身影。

2015年，参加中行俱乐部组织
的一次徒步活动后不久，他靠着当
兵时锻炼的毅力跑完人生的第一
个马拉松。后来他还代表总行参
加全国金融系统的两次马拉松比
赛，都赢得了团体第一。

在工会工作期间，他通过组
织各种户外运动俱乐部活动，带
动了一大批中行员工走向户外，
通过俱乐部文化给员工和客户
带来正能量。今年疫情期间，他
创新性地鼓励同事们开展线上
跑步活动；“五一”期间，更是带
领 6名员工耗时 8天完成 799 公
里环岛自行车骑行。他笑着说，
这就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
真谛。

“感恩军旅生涯赋予的激情，
感恩中行的培养。”王仲说，不论身
穿军装还是行服，都是为人民服
务，将继续带领团队干事、创业，不
负韶华。

郭祖成
银行“老兵”不忘军人本色

郭祖成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
1993年从部队转业，两年后加入中
行，如今已经有25个年头。“军旅生
活让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20多年
的金融生涯让我明白什么是‘工匠精
神’。”今年已经48岁的郭祖成说。

脱下军装
依然是个战士

1995年，23岁的退伍军人郭
祖成加入中行三亚分行担任行
警，负责武装押运及金库值守，一
干就是 13年。“虽然银行押运看
似周而复始、单调枯燥，但却是银
行网点准时营业的保证，更是广
大市民财产安全的‘守护者’。”13
年来，郭祖成在高度警戒中重复
着送钞、接钞的动作，以“精、准、
细、严”的职业操守，保证了押运
工作的绝对安全。

2008年，伴随着银行内部改
革，郭祖成面临转岗，“当时非常迷
茫，我没有经过专业知识积累，学
历不高，不做行警了，我能干什么
呢？”虽然担忧自己的专业能力，郭
祖成却迎难而上。

凭着一股冲劲，他主动要求
到一线网点工作，从拿枪的行警
变成了点钞的柜员。从未接触过
业务的他，初到新岗位，虽有不适
应，但是他花费了比别人更多的
时间苦练基本功，从认真学习各
项规章制度，到结合金融书籍反
复揣摩和实践……郭祖成从一个
门外汉，逐渐成为对公对私业务
柜台的“行家里手”。

2015年，行里大力拓展网络金
融业务，郭祖成深入商圈、社区上
门营销，助力三亚分行实现了首笔

网络金融业务“破冰”。“可能是因
为他当过兵，所以特别执着和认
真。”同事都这么评价郭祖成。在
大家眼中，无论是做行警，还是转
岗到做业务，他总是兢兢业业、勤
勤恳恳。

激情不减
投身自贸港建设

2019年7月，郭祖成被调任中
行三亚分行在综合管理部从事后
勤工作，再次面临新的挑战。“后勤
工作考验耐力和协调力，对事要细
致入微。”在他的办公室，办公用
品、材料书籍等摆放整洁有序，工
作笔记井井有条，看上去就像军营
宿舍叠好的被子，如“豆腐块”般棱
角分明。

虽已退役，郭祖成战斗激情不
减。今年年初新冠疫情比较严重
的时候，郭祖成克服各种困难，联
系到白沙酒精厂购买酒精，解决行
里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郭祖成
多次在年度绩效考核中被评为A
等级，还曾获评三亚分行先进工
作者。

工作出色的郭祖成爱行如家，
“在我眼中，中行不仅是一个有着
家国情怀的百年大行，也是一个有
着关爱开明家风和清新阳光行风
的大家庭。”

如今，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加快
推进，郭祖成充满期待，“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将继续发挥部队的优良
传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严
要求、高标准，认真做好每项工作，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一份自己
的力量！”

王仲
不负韶华的中行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