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紧扣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脉

动，深化管理体制、业务经营、服务机制等各方面改革，

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甬城同发展，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

的奋进之歌。到 2018年末，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877亿元、1861亿元，市场份额、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多

年保持系统、同业领先水平。服务方面力创优质，给客户

送去更多关怀和温暖。

农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智慧金融谱华章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
部营业中心坐落于宁波市繁华的波
特曼商务圈，是一家对接市区的综
合性支行，营业中心作为全行对外
服务的标志性窗口，承载着对外展
示宁波农行品牌形象的重要职责。
多年以来，营业中心始终秉持客户
至上的原则，坚持理念先行创造品
牌服务、强化学习创造特色服务、回
报社会创造价值服务，已连续六年
荣获宁波“宁波市民满意银行网
点”，2017 年获评中国银行业协会

“百佳示范单位”称号。
营业中心十分注重激发员工的

劳动热情和创新活力，拥有一支努
力、向上、奉献、爱岗的队伍。他们中
有市分行级“服务礼仪之星”“服务
标兵”，有农总行级“劳动模范”“优
秀职工”“微笑服务大使”。过硬的技
能、优秀的专业素质是这支专业团
队亮出的最美的一张名片。

历年来，先后获得农总行“青年
文明号”、浙江省总工会“工人先锋
号”、宁波市总工会“工人先锋号”宁
波市财贸工会“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称号，还获得了中国金融工会授予的

“学习型组织标兵班组”荣誉称号。

农行慈溪观城支行
秘色瓷化土为玉
工匠心服务为民

中国农业银行慈溪观城支行作
为农业银行在慈溪观海卫地区设立
的分支机构，始终致力于打造成为

客户依赖、同行尊重、政府看重、社
会信赖、员工呵护的区域首选银行。

观城支行拥有一支年轻且富有
创造力的团队，全体员工凭着匠心
服务客户的热情、勇争一流业绩的
激情，实干拼搏、奋发有为，推动网
点业务经营、发展品质得到有效提
升，充分展现了网点文明规范服务
窗口的良好形象。先后获得宁波市
银行服务网点金口碑奖、慈溪市总
工会“工人先锋号”、慈溪市银行业
文明规范服务示范窗口等诸多荣
誉，更是荣获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千
佳示范单位”称号。

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让观城
支行赢得了客户认同，更促进了自
身各项业务的发展。观城支行更加
深切体会到优质服务的重要性，而
优质服务更贵在持之以恒。观城支
行将继续秉承当地“秘色瓷文化”的
优良传统，创新金融服务，加快经营
转型，在打造区域首选银行的道路
上奋楫前行。

农行宁海县支行营业部
外树形象 优化服务

中国农业银行宁海县支行营业
部多年来始终以优质、高效、安全的
服务回馈社会和公众，各项业务实
现了全面快速增长。

该行营业部全体员工业务全
面，做事精干，怀着“爱我农行，追求
卓越”的理念，以客户满意为目标，
强化服务措施，不断推进各项业务
发展。近年来，该行先后获得中国银
行业协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营业
网点、农总行“三化三达标”先进单
位、宁海县市民满意网点等多项荣

誉。2017 年，更是助力全国首单可
持续发展资产证券化项目“农银穗
盈-光证资管-宁海棚改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在上交所成功上市。

服务无止境，宁海县支行营业部
将以更加饱满的服务热忱、更加专业
的服务素质、更加丰富的服务内涵，
力求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更贴心、更高
效、更快捷、更满意的优质服务。

农行宁波慈城支行
服务在心 热情在行

农行江北慈城支行位于江北慈
城镇解放路 40 号，地处慈城镇中
心。网点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的服务理念，不断深化经营转型，
通过优化配置网点自助智能化功能
机具，释放高柜补充大堂人员等一
系列软硬件相结合的组合拳，显著
提升网点智能化水平，优化客户体
验。同时网点结合区域特点，弘扬当
地慈孝文化，以做好老年客户服务
为网点特色，既逐步培养老年客户
使用智能机具的习惯，大幅缩短等
候时间，又让老年客户获得学习新
技能的喜悦感，取得了当地客户的
良好口碑。

优质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起点，
慈城支行始终会秉持“用我们的真
心换客户的放心”的理念，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农行宁波姜山支行
用心服务 创新经营

农行宁波姜山支行坐落于鄞州
区姜山镇人民中路 441 号，是一家
百姓熟知的综合性银行网点。自建
行以来，姜山支行始终秉承“诚信立
业，稳健行远”的价值观，树立“用心
服务，创新经营”的工作理念。积极
投身姜山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网点
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不断提升金融
服务水平。姜山支行始终以客户为
中心，从队伍建设、流程优化、丰富
渠道等方面入手，全力打造市民满
意的百姓银行网点。

姜山支行要求每一位员工牢固
树立服务意识，营造和谐文明企业

氛围。一是充分认识服务工作的重
要性，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现
代金融服务理念，切实做好服务工
作。二是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树立
品牌形象。以改造和优化柜面服务为
重点，实现网点服务效率的快速提
升，充分利用自助机具和超级柜台，
大幅缩短客户办理业务的时间。三是
加强队伍建设。要求全行每一位员工
要从我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践行
服务承诺，以合规、文明、高效的服
务，进一步提高网点的社会形象。

姜山支行通过面向客户、贴近
客户、研究客户、细分客户等方式，不
断推动精细管理、创新经营和优化服
务，以热情的服务态度、扎实的工作
作风、精湛的服务技能赢得了广大客
户的认可与信赖。连续四年荣获“宁
波市民满意文明示范网点”称号。

农行余姚兰江支行
夯实基础 用心服务

中国农业银行余姚兰江支行坐
落于余姚市四明西路 547 号，是一
家综合性金融服务网点。先后荣获
中国银行业协会四星级营业网点、
农总行“三铁”单位等称号。

多年来，余姚兰江支行牢牢秉
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以不断
提升客户体验为起点，不忘服务初
心。坚持每天微笑开门迎客；坚持柜
面服务“七步曲”、不折不扣执行规
范服务；增加快速业务办理营业窗
口、爱心窗口及涉外服务窗口，以方
便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特殊业务的
办理；坚持限时服务，给客户提供更
快、更好的优质服务；设置儿童游乐
区、便民服务区、公众教育区，为客
户提供多样化的个性服务。同时，余
姚兰江支行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
开展送金融知识“进村、进社区、进
学校”等宣传活动，向公众普及网上
银行使用、反假币、防范金融诈骗等
金融知识。

在新的发展时期，余姚兰江支
行将以更舒适的环境，更真诚的服
务，更优质的综合经营能力，更良好
的口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
金融服务。

农行宁波市分行——

细致入微 谱写服务新华章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成
立于1989年5月，现搬迁至宁波东
部新城海晏北路 455号，是宁波分
行一家管理创新、服务领先、全面
发展的老牌先进营业网点。营业部
现有员工共 60 人，其中共产党员
21人，党员占比35%。二十余年来，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始终坚
持以“打造最佳服务银行”为奋斗
目标，把服务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
程常抓不懈，深入贯彻落实“优质
服务赢得市场，诚信服务赢得客

户”的服务理念，奏好提升服务“三
部曲”，积极践行中国银行业文明
服务公约，把规范化服务管理作为
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常
抓不懈。2010 年-2017 年连续 8 年
被宁波分行评为先进经营单位、
2014 年被中国银协评为“千佳”示
范网点、2016 年被中国银协评为

“五星级”网点、2018 年获宁波日
报“2017 年度市民满意文明示范
网点”、2018 年获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十佳营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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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宁波海曙支行成立
于 1990 年 5 月，位于宁波市海曙
区解放南路 29号，地处宁波市中
心区，毗邻月湖历史文化街区，
交通便捷、文化底蕴厚、服务范
围广。网点环境整洁大方，功能
分区合理，便民设施完备，服务
团队优秀，文化气息浓厚。支行
坚持将企业文化充分融入经营管
理全过程，以“海天之交，心悦

成福”为口号，凝练服务“九心
诀”，用心服务，用爱经营，荣获

“五星”、赢得“千佳”、争创“百
佳”。支行坚持以党建促发展，服
务实体经济，以新海丝为重要发
展方向，助力弘扬传统文化，不
断提升财富管理水平，提高金融
综合服务能力，用心打造卓越、
温情、高效、便捷的金融网点，
共筑客户、员工、社会幸福。

交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组建
于 1993 年 3 月 ， 支 行 始 终 秉 承

“拼搏进取，责任立业，创新超
越”的企业精神，以“一个交
行，一个客户”为经营理念，扎
实推进客户服务水平，努力提升
交行服务形象，履行社会责任、
践行客户关爱、普惠金融服务。
近几年，支行以阳明文化“知行
合一”为根，以“止于至善”为
本，通过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做到知行合一，打造“至善”的
服务品牌，在区域内树立了良好
的品牌和形象。2015 年支行被余

姚市政府授予金融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金奖，并在当地人民银行的
年度综合评价中被评为 A 等行；
2016 年被余姚市政府授予支持地
方建设特殊贡献奖，支行团支部
被评为宁波市金融系统五四红旗
支部；2017 年支行获中国银行业

“中国五星级银行网点”称号，
并获得余姚市金融支持地方经济
发 展 铜 奖 ， 被 宁 波 日 报 授 予

“2017 年度市民满意文明示范网
点”；2018 年获得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称
号。

交通银行宁波海曙支行
用心服务 用爱经营

交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知行合一 至善关爱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奏好提升服务“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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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宁波分行

打造客户有感的最佳服务银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