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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淮安新区支行

优化服务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满意
度，今年以来，工行淮安新区支行秉
承“
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的
服务宗旨，以细心、用心、暖心服务
为准则，围绕客户抓服务，推出多项
措施服务民生， 使客户满意度得到
了有效提升。

◎优化组合

畅通服务渠道

该行坚持行长坐班制现场解决
问题。 优化劳动组合， 实行“弹性
工作日” “
弹性工作时” “弹性工
作窗口”， 增加业务高峰期对外窗
口数量。 在醒目位置设置温馨提
示， 告知客户网点业务高峰期时间
段， 想方设法为客户排忧解难， 最
大限度地为客户提供方便。

◎加大改造

拓宽服务渠道

年初， 该行对辖区营业网点进
行升级改造， 增添了多种服务渠道

与服务措施， 网点的服务功能更为
齐全，实现了功能分区、业务分流、
客户分层的服务模式。 对网点柜面
物品配备进行固定位置摆放和规范
使用， 对高柜柜面物品和低柜柜面
物品按不同标准进行定位摆放， 既
创造出整洁、 干净、 标准、 规范的
办公和服务环境， 又做到方便柜员
使用。

◎优化流程

提高服务效率

该行积极整合柜面业务处理流
程， 对一线反映突出的问题进行价
值分析，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
优化， 减少冗余环节， 提高操作效
率。 加大自助设备、智能设备、电子
银行等渠道设施的投入， 网点自助
设备配备率达到100%，自助设备拥
有量高居同业前茅， 最大限度地满
足不同层面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强化培训

提升服务技能

提升客户满意度
该行积极开展了营业网点规范
化服务培训活动， 从优质服务是礼
节的需要、 优质服务是一线员工阳
光心态的体现、 优质服务是对集体
和团队的责任感等方面培训如何做
好服务工作， 使广大一线员工对服
务规范化标准有了更加清晰、 明了
的认识， 对服务监测标准也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 员工服务心态有了积
极的改善，增强了主动服务意识，提
升了服务技能。

·淮安农商行在市第五届银行业
业务技能竞赛中获佳绩

◎加强监督 保证服务质量
该行实行了多渠道服务监督，
规范了服务考评管理制度， 使考评
有依据，奖惩有条例。 通过现场、非
现场检查模式， 增加服务检查频率
和效能。每半月反馈一次检查情况，
每月通报一次检查结果， 对查出问
题， 限时整改， 确保了网点服务质
量。
（工 文）

近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淮安
市中心支行、 淮安市总工会联合
举办的“淮安市第五届银行业金
融机构现金服务知识与技 能 竞
赛”在淮安农商行隆重举行，来自
全市3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68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
此次比赛包括反假货币理论
知识测试、人民币识假点钞、美元
识假点钞三项。 经过激烈角逐，淮

安农商行获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
绩， 员工谷文清收获多个单项第
一名。
作为本次比赛的承办方，淮安
农商行积极配合各方做好赛事准
备和现场服务，确保各项工作井然
有序开展，得到上级部门的一致赞
扬与肯定，并被中国人民银行淮安
市中心支行授予“
优秀组织奖”荣
誉。
（周静 朱子月）

兴业银行荣获金贝奖
“
2018最佳资产管理银行”大奖

8月7日，“
江苏银行杯”2018年涟水县全民健身日系列赛事启动仪式在五岛湖公园举行， 数千名群众参加
了体育健身展示、健步走等活动。
管伟法 肖秀丽摄

农行淮安新区支行狠抓党建促业务发展
今年以来， 农行淮安新区支行
紧紧依靠党支部战斗堡垒、 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为支行各项目
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
证、 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今年上
半年， 该行综合绩效考核在全市农
行系统名列第一。
坚持学习教育与党建管理相结
合。 建立健全关心、 服务、 教育党
员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党员履行
义务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党员正
确行使民主权利的工作机制。 建立
健全监督机制。 建立创优争先的良
好环境机制。 以创造性的工作带动
党员队伍的建设。 在党建工作的形
式、 内容和载体上创新机制， 形成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 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

坚持服务员工与凝聚人心相结
合。 面对业务经营内部管理压力，
组织以党员为骨干的战斗集体， 做
到队伍“拉得出、 冲得上、 打得
赢”。 在业务工作中分类制定“创
新先锋岗”、 “敬业先锋岗”、 “服
务先锋岗” 等， 把党员的身份和形
象亮出来。 创新开展党员活动， 每
个党员做到“五个一”， 即重温一
次入党誓词， 参加一次市场营销活
动， 撰写一篇体会文章， 提一条好
的建议， 联系一名青年员工。 开展
“党员责任区” 活动， 支行党委班
子成员带头主攻重点客户， 党员客
户经理、 党员大堂经理负责客户的
拓展和维护， 党员柜员带头搞好各
项优质满意服务。 注重情感关爱，
用“
心” 凝聚队伍， 充分发挥党支

部促进和谐的作用。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与普通党员
带头相结合。 党员干部发挥表率作
用， 普通党员发挥带头作用。 支行
党员同志当好营销工作的先锋， 在
业务营销一线扑下身子， 盯紧优质
客户， 做好跟踪服务， 确保营销业
绩在前、 任务进度在前、 攻坚克难
在前； 当好优质服务的先锋， 切实
把过硬的业务素质、 优良的服务技
能传授给员工、 展示给客户， 让客
户充分享受一流高效的服务， 成为
全行业务营销的标杆， 成为服务客
户的模范。 严守各项规章制度， 按
流程办理业务， 做到业务操作不违
规， 努力争当忠于职守的的金融卫
士。
(毕启飞)

日前，“2018中国资产管理年
会暨2018中国资产管理金贝奖颁
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兴业银
行凭借出色的资产管理能力获评
2018最佳资产管理银行” 大奖，
“
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稳利系列净
值型产品荣获“2018最具人气理
财产品”。
中国资产管理“金贝奖”评选
活动由《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主
办， 邀请专业机构及行业专家组
成评审团， 从收益能力、 创新能
力、风控能力、市场认可度、社会
责任等多维度进行定量与定性分
析， 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进行客
观评价和分析， 是中国资产管理
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评选活动
之一。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资产管理
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 兴业银行
自2004年推出首款“万利宝”人
民币理财产品以来， 不断推进资
产管理业务体系建设，2012年该
行正式设立总行资产管理部，推
进资管业务专营。 从资产构建模
式探索到产品体系升级， 从运营
体制管理完善到组织架构重构，
兴业银行始终积极应对市 场 变
化,前瞻性地探索革新，充分发挥
了资产管理业务在服务实 体 经
济、 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截至2017年末， 兴业银行理
财业务规模约1.65万亿元， 其中
净值型产品余额1566.31亿元，同
比增长13.96%，2017年全年为投
资者创造投资收益500多亿元，在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
2017年全国银行理财综合能力评
价报告中， 兴业银行理财业务综

合能力排名全市场第二， 股份行
第一。
随着资管新规的正式颁布，
银行资管业务迈入新时代， 兴业
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将顺应内外部
形势变化，适变而变，努力实现更
高质量的发展。 目前，兴业银行正
积极推进理财产品 体 系 升 级 转
型，加快投研、风控、运营三大体
系的全面再造。
在理财产品体系建设方面，
该行一是借鉴公募基金在产品创
设方面的先进经验， 完善产品体
系。 二是突出银行特色，在新老产
品转换过程中针对现有理财客户
的风险偏好和投资习惯， 发行收
益稳健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同时
逐步丰富产品线，涵盖现金管理、
债券型、项目融资型、混合型、股票
型、QDII型等产品。 三是细分需
求，通过深入研究理财客户的多元
化需求，如流动性需求、收益性需
求、长期投资需求、养老需求等，进
行细分引流，设计相应的产品。
针对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的
大方向， 兴业银行将着力推进资
管业务投研、风控、运营三大体系
的全面再造。 其中投研体系方面，
建立系统化的投研体系， 涵盖策
略、行业的大类资产研究框架，搭
建投资经理和FOF/MOM团队，
完善投资决策流程。 风控体系方
面， 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文化转
向投资风险管理文化， 构建立体
式的资管业务全面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运营体系方面，将再造信息科
技系统，建立全新的运营体系，并
积极引进熟悉资管产品估值、会
计核算、信息披露、税务等方面的
专业运营人才。 （兴小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