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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玉环支行，地处玉城街道广
陵南路 598号。自 1990年 3月 16日成立以
来，支行坚持在商言商、在商明政，立足
玉环、服务玉环，始终以支持地方经济建
设为己任，推改革、抓创新、促发展，茁
壮成长为玉环当地金融系统中的佼佼者，
在实现银行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
地方经济的保障力，做到与地方经济同发
展、共繁荣。支行现有员工 153人，其中
党员 59人，辖属 8个营业网点，分别为本
级营业部、楚门支行、清港支行、坎门支
行、大麦屿支行、城中路支行、龙溪支
行、沙门支行，另有离行式自助银行 11
家，共有 46台ATM机，业务范围广泛覆
盖了我市各大街道、乡镇、工业园区等。
29载时光里，玉环中行通过不断努力与拼
搏，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
收。截至 8 月末，支行本外币存款余额
66.5亿元，较年初新增4.7亿元，本外币贷
款余额 50.8 亿元，较年初新增 2.2 亿元，
累计国际业务结算量 9.6亿美元，全市占
比约 38%。近年来支行还先后获得“浙江
省文明单位”、省妇联“巾帼文明岗”、省
财贸工会“特色服务示范岗”“工人先锋
号”、中国银行省级“青年文明号”“优秀
县域支行”、玉环市“满意银行”等多项
荣誉。

立足玉环服务全球
个性化服务广受赞誉

近年来，玉环中行先后承接了“玉环
配水工程”“大麦屿港区码头工程”“污水
处理厂工程”“小城镇环境整治工程”等
政府性项目，授信金额达 9亿元，先后为
正裕工业、永和流体等 6家企业上市提供
金融服务。2019年春节前夕，支行营业部
及时响应客户资金需求，行领导、部门主
任与客户经理等齐心协力、连续作战，克
服项目金额大、内容多、手续繁的难题，
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大量用款材料的收集
整理并及时在春节前最后一天为玉环市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投放了首
笔 2亿元固定资产贷款，解决了项目公司

资金的燃眉之急，得到了企业高度认可。
今年 3月支行成功争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基本结算账户，双方签订廉洁伙伴协议，
开启密切的合作关系。“八一”前夕双方
再次签订了拥军优抚战略合作协议，支行
被授牌为当地金融机构中唯一一家“玉环
市退役军人金融服务基地”。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作
为传统外汇大行，玉环中行坚持“以服务
促发展”的工作理念，在助力当地涉外企
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走进来的过程中不断
提升服务影响力。近年来，支行坚持同外
管局、地方经贸部门组建外贸与金融联动
机制，通过定期举办专题讲座、汇率及资
金产品推介、外贸形势研讨等方式打造银
行与企业的沟通平台，及时向企业传递国
际形势、汇率走势等信息，让支行成为了
玉环当地 450多家进出口企业的贴心“金
管家”。支行还响应“最多跑一次”号
召，大力推广“全球交易，一击搞定”的
台州辖内同业首创的外汇电子交易平台业
务，为客户提供优质外汇服务，企业在电
脑前操作鼠标就能完成外汇交易，做到了

“一次都不用跑”。2018年，支行国际业务
创下了多项第一，全年国际结算业务量
14.6亿美元，当地四大行市场份额占比第
一；全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 11.2亿元，台
州中行系统内第一，当地四大行排名第
一。

玉环岛与台湾岛隔海相望，玉环中行
也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人民的情感、经
济、文化交流。2009年，玉环大麦屿港开
通对台海上直航，玉环成为了浙江省唯
一、华东地区重要赴台海上通道。支行主
动与玉环市台办等涉台机构保持密切沟通
与联系，紧跟玉环市政府出台的“促进对
台交流合作 30条政策措施”，不仅在网点
开设台胞专属窗口，出台了专门的对台服
务优惠方案，还主动上门在口岸设立移动
柜台，为台胞提供“妈妈式”的金融服
务，让台胞在大陆可以享受到家一般的感
觉，展示着我们大陆人民对台胞的热情。
今年 6月，支行营业部被中共玉环市委对
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牌为当地唯一一
家“对台服务联系点”。

“榴岛先锋队”
党建+模式有锐气又接地气

2018年，玉环中行党总支创建“榴岛
先锋队”党建品牌，以进一步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推进党建工作实现“融入业务、
融入基层、融入人心、融入社会”，有效
凝聚全行员工向心力，向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发起冲锋，奋勇前进。

2018年初，支行就成立了党建品牌创
建工作小组，明确党建品牌创建工作目标
方向，规范基层党建工作实操，积极在全
行营造党员争先、品牌创建的良好氛围。
同时支行从“占领阵地”的高度，重点实
施“一把手”“一面旗”和“一盏灯”三
个一支部建设工程，着力把支部“建”起
来，把党员“亮”出来，把“两个作用”
发挥出来，促使基层党支部和党员成为全
行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最坚实的力量支
撑。支行11个内设部门及下辖网点均设立
独立党支部，所有基层网点负责人均为中
共党员，实现了两个100%覆盖。

支行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重点任务紧
密融合，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方式，
深化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围绕台州市
分行“和合廉台”党建品牌的“五大会
战”载体，依托辖内各支部区域优势、业
务特色和党员自身能力，找准党建与经营
发展的切入点和结合点，组建“政企营销
先锋队”“跨境服务先锋队”“红星工程先
锋队”“农村金融先锋队”“普惠金融先锋
队”“风险化解先锋队”“内控案防先锋
队”“公益志愿先锋队”八支党员先锋
队，有效充实了“榴岛先锋队”的品牌载
体，使党建工作既融入业务与基层，也融
入人心与社会。

八支党员先锋队各有特色，“政企营
销先锋队”由支行公司金融部党支部和营
业部党支部为主体联合成立，他们紧跟政
府导向，大力支持地方政府项目和大型优
质企业。

“跨境服务先锋队”由国结条线党员
骨干成立，他们发挥跨境优势，悉心服务
客户，组织各类讲座沙龙，为广大外贸企
业解疑答惑。

“普惠金融先锋队”是以转型为普惠
金融专业支行的沙门支行为主体成立的，
他们立足当地，清单化对周边企业、居民
进行上门营销，致力于提供更专业、更贴
心、更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全力做大做
强普惠金融业务。

“红星工程先锋队”是以综合管理部
党支部和大麦屿支行党支部为主体联合成
立的，先锋队积极开展各项党建共建内
容，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热诚服务部队官
兵。支行多次与某海军部队开展主题党
日、金融宣传等联建活动，并将该部队所
在基地确立为中国银行台州市分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内控案防先锋队”由派驻业务经理
党员团队成立，他们扎实开展“治乱象、
维秩序”等专项内控案防工作，定期开展
每月内控大讲堂学习，把学习党章党规与

各项内控规章制度结合起来，将党建贯穿
于员工思想和作风建设的始终，将内控合
规理念传达至支行的每个业务终端，在全
行打造了廉洁自律的铜墙铁壁。

“风险化解先锋队”由支行党总支书
记联合坎门支行党支部成立，通过对支行
存量不良资产的分析，主动去啃最难啃的
硬骨头，全力化解存量不良，遏制新增不
良。

“农村金融先锋队”和“公益志愿先
锋队”分别以农村网点党支部和青年党员
为主体，他们积极开展了 3 · 15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防范非法集资、普惠金融
进村入户、金融知识普及月等形式多样的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既有在营业大厅开展
常规宣传，也有在广场开展集中宣传，还
有走进农村、走进超市、走进校园等针对
特殊群体开展的各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

八支党员先锋队在支行党总支的领导
下，坚持“初心、恒心、红心、戒心、爱
心”五心合一，使得支行党建工作水平和
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党组织和党
员的活力得到了有效激发，全行各项事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优质的服务水平更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支行党总支还被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评为“党建共建”先
进党组织，“榴岛先锋队”在中国银行浙
江省分行基层党建品牌评选中名列前茅。

外塑形象内抓管理
中行星级服务贴心更暖心

今年以来，面对争创“星级网点”这
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玉环中行领导班
子以“星级网点”创建工作为切入点，将
其摆到支行全年工作的突出位置上，与其
他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落实。支行还成立
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台账小组及录像小
组，确保创建工作有序进行，将各项创建
要求落到实处。

强化硬件建设，提升服务硬实力。4
月以来，在上级党、工委的关心指导下，

支行营业部以“满足客户需要”为出发点
对厅堂服务环境硬件设施进行了全面升
级，着力提升服务硬实力。改造后的营业
大厅里，功能分区错落有致、一目了然，
中英文提示标志整齐统一，体贴入微。在
爱心便民服务区，各类便民设施一应俱
全； 在智能柜台服务区，科技金融服务一
触即达；在亲子（母婴）服务区，暖心设
备“一站式”满足。

细化制度建设，提升服务软实力。随
着创建工作的推进，支行营业部不断深化

“以客户为中心”和“微笑在脸、服务在
心”的服务理念，外塑形象、内抓管理，
以制度落实来不断提升员工服务的软实
力。一是推行文明礼仪规范化，确保服务
规范固化于形，服务理念内化于心。二是
推行应急预案标准化，保障客户人身及资
金安全。三是推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化，确保客户充分享受平等权利。四是推
行公益活动常态化，彰显担当社会责任的
大行风范。

深化团队建设，激发服务心动力。在
对外做好客户服务的同时，支行营业部还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用目标激励员工、用
真诚关心员工，深化员工队伍建设，不断
激发服务心动力。营业部为员工配置更衣
室、休息区、活动中心等关爱设施，实施
员工轮休和带薪休假制度，保护员工休
息、休假的权利；组织开展登山、包粽
子、做寿司、烘培等员工关爱活动，丰富
员工业余生活；举办技能训练班、文优礼
仪班、手语班等培训班，提升员工自身素
质。

创建之路永无止境，服务之心永不会
变。回眸历史，过去的成绩历历在目，展
望未来，中国银行玉环支行全体员工正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和百倍
的工作信心，正用海岛人“克难奋进、务
实创新、兼容并蓄”的灵秀与气魄，迎接
未来的每一个挑战！

本报记者

中国银行玉环支行：

初心不改 跨越未来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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