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融产品极为同质化的
今天，服务设施的改善、网点形
象的优化，固然可以吸引客户，
但容易被别人模仿， 唯有价值
观是不能模仿的。

建设银行湘潭市分行行长
何柏青分享了他的“利他”哲
学，在他看来，建设银行品牌成
长的过程是每一个建行人持续
给予和付出的过程， 这赋予金
融服务以温度，也正是因此，文
化引领驱动了湘潭县建行的
“跨越式发展”。

俗话说：打江山（难）易，
守江山（更）难。在湘潭县支行
用一年多的时间脱颖而出之
后，王双表示倍感压力。她在
思考，如何才能让湘潭县建行
这“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让湘潭县建行这面旗帜永远
不倒？

幸运的是，“合规立行、文
化兴行” 的理念已经得到湘潭
县建行人的高度认同。 以王双
为首，“用心做品质， 用爱树品
牌” 的价值内核已经形成了强
大的能量场。

过年前， 支行派出员工到
汽车站进行金融安全知识宣讲
并发放红包， 没有半句营销话
语，“暖心” 的行动却收获了农
民工灵魂的“签约”：不少在外
务工人员的存款都存进了建
行。

母亲节当天， 湘潭县建
行提供材料， 配合湘潭县江
声实验中学工会组织了一场
教师插花活动， 每一个教师
亲手为母亲制作一束鲜花 ，
收获了全校师生满满的感
动。

“银行业就是服务业。作为
服务行业的从业者， 你想你服
务的客户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

你自己就得是什么样的人。”王
双表示。

“建行如此用心待我们，我
们必定选建行。”江声实验中学
肖正章校长的回应反映了万千
客户的心声。

一年40多场客户服务活
动，全是员工们加班加点筹备，
所有到湘潭县支行工作的人都
很辛苦，但他们都很有成就感，
很快乐。 用大堂经理赖治光的
话说，“我们在这里看得到希
望。”

事实上， 正是这种共同价
值观的形成， 为王双推行服务
创新、 打造服务品牌扫清了障
碍。

于是， 从最初推行的“三
早”、“两晚” 到后来的“七加
七”、“八加二”，形成一套独具
特色的“湘潭县支行模式”；从
开始的“走出去、引进来”，到
最后的“引进来、留下来”，小
小生态圈成为湘潭县支行的
制胜法宝；从最初的“只要客
户需要，我们努力做到”到后
来的“我为客户设计需要”，铸
就“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王双和湘潭县支行的同事
一起，一步一个脚印，用坚毅
和汗水“趟”出了一条“品牌”
之路。

如今，王双最大的感受是，
以前开会就是自己一个人讲，
而现在自己只要坐着倾听就可
以。“每个人都很积极。”在优质
服务这场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的接力赛中， 湘潭县建行继续
领跑，再创新辉煌。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3月20日， 湘潭县
建行年个人存款时点新增2.76
亿元，创同时段历史新高，打破
了旺季营销一过就快速下跌的
魔咒。

3月17日， 中国金融工会
发布《关于表彰全国金融五一
巾帼标兵岗和全国金融五一
巾帼标兵的决定》，在“全国金
融五一巾帼标兵岗” 名录中，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湘
潭市湘潭县支行赫然在列。

一年半前，还遭遇了业绩
下滑的困扰， 短短18个月后，
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湘潭县建行身上，究竟发生了
怎样的故事？ 化劣势为优势，
湘潭县建行人又有着怎样的
方略？建设银行湘潭县支行这
片改革的试验田，又将剑指何
方？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建设
银行湘潭县支行，去探寻它脱
胎的基底和成长的秘诀。

■记者 蔡平

2015年上半年，建设银行湘
潭县支行面临经营困境，用大堂
经理赖治光的话说“存款下跌止
都止不住”。

“被13家同业金融机构包
围，建行在湘潭县只有2家网点，
看上去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当王双在2015年7月接棒湘潭县
支行时， 很多人并不看好，且
2016年湘潭县金融机构已增加
至16家。

然而， 短短一年半之后，湘
潭县建行全口径存款、公司存款
新增一骑绝尘， 小小湘潭县支
行，究竟从哪里迸发出如此巨大
的能量？

“走出去，引进来。”作为建
设银行湘潭县支行行长，王双和
她的团队给出了“脚步为亲”的
答案。走商户送零钞；走小区送
电影；走学校送温暖；走企业送
服务……走出去，成为湘潭县建

行服务新常态。
每去一家单位，建行就通过

微信群搭建一个“圈子”，却从不
推销银行的产品，有的只是与市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不过所
有银行服务问题，他们都第一时
间解答。也正因此，湘潭县建行
就像一张用“心”织成的网，一网
情深地“网”住了一个又一个客
户。

当然，这只是物理上的走出
去，品牌与文化的走出去更加波
澜壮阔。

这一次， 王双和她的团队，
都成为了“明星”：行长王双的大
头照出现在了湘潭县主干道的
公交站牌上；湘潭县机关事业单
位人手一册的绩效考核手册、县
电视台的开机画面、湘潭县同丰
步步高广场大屏幕上，甚至连餐
巾纸、手机扣上，都出现了王双
和她的团队以及建设银行的宣

传广告。
王双还把支行网点的主要

业务对接人的联系方式制成卡
片， 放在客户触手可及的地方，
建行的品牌无处不在……

如此标新立异，效果“出其
不意”却也水到渠成。

“王行长，很有创意啊，我在
很多地方见到你的广告了。”湘
潭县一副县长打电话给王双。

“你是建行行长吧，我在绩
效手册上看到你了”，走访中，湘
潭县财政局的保安一眼认出了
王双。

“建设银行品牌声名在外，
百姓评价有口皆碑。” 记者在采
访中深有体会。湘潭县国税局局
长贺昌泰对建行的品质服务心
服口服，他不仅经常和王双切磋
如何树立品牌、提升服务，他还
把县国税局观摩学习的标杆选
在了湘潭县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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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相交 成其久远

湘潭县建行：用心做品质 用爱树品牌

《诗经》有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这用来形容湘潭县建
行人对服务的专注与精益求
精，可谓恰如其分。如何让网点
环境更加舒适； 如何快速处理
好客户的需求， 如何让品牌宣
传更接地气、 更有效果……就
是在这“切磋”和“琢磨”之中，创
意闪现，成绩斐然。

《文中子·礼乐》曰：以利相
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
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
矣。湘潭县建行人用真诚、执着
和汗水， 铸就了一座优质服务
的丰碑，也诠释了“以心相交，
成其久远”的真正内涵。

记者手记

细节决定成败
境界决定未来

中国建设银行湘潭县支行团队风采。

【走出去】 建行品牌树起来

品质服务成为关键词。正基
于此，用心服务，成为湘潭县建
行每一位员工的金科玉律。

进门“欢迎光临”、等待“请
喝水”、出门“请走好，欢迎下次
光临” 成为了随时的贴心问候；
户外工作者爱心驿站、免费擦鞋
机、体重器等便民服务成为网点
新标配。

为广场舞大妈煮养生茶、元
宵节为客户煮汤圆、情人节送上
玫瑰花……这些贴心的服务，并
非员工手册的服务“规定要求”，
而是建行湘潭县支行员工为做
好服务的一系列“自选动作”。

湘潭县建行大鹏路支行大
堂经理赖治光表示，不论是对客
户还是对员工，支行理念不是写
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而

是融入到了灵魂之中，变成了一
种完全自觉的行为。

记者也有亲身体会。支行网
点窗明几净， 布置井井有条。一
进门，大堂经理就热情地引导办
理业务，端茶送水，细致周到。

门口出现烟头和槟榔渣，正好
在大堂巡视的柜员立刻清理掉。客
户着急办理业务没带身份证，行长
亲自上门为客户拿证件……

记者在大堂寻访的间隙，一
位老爷爷拿着一张存折来取钱，
柜员张菁按照正常流程给老爷爷
取了钱， 老爷爷说需要换几张新
钞包红包，张菁连忙置换，并用红
色袋子给老爷爷装好。 办理完业
务，老爷爷接连说了几声谢谢，并
顺手拿走了摆在窗口的张菁的名
片。说道，“下次来还找你。”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
所急，这是我们全行所有人一直
贯彻的准则。”副行长汤杏表示。

事实上，这张名片上，不仅
有张菁的联系方式，从个人业务
到公司业务， 从行长到柜员，网
点主要业务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都可以找到。 在湘潭县建行，这
样的卡片触手可及。 王双说，放
下身段，是为了实现对客户更好
服务的承诺。

也正因为这一份“给客户更
好获得感”的初心，建行赢得了
口碑，拥有了更多“粉丝”。

“用心做品质， 用爱树品
牌。”在建设银行湘潭县支行，这
一服务理念已经内化为一把标
尺，每一个建行人都时刻用这把
标尺丈量自己的行为。

【沉下去】品质服务立起来

【铸文化】 品牌接力动起来

全国金融五一巾帼
标兵岗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