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
行成立于 2003 年 8 月，开业 15 年
来，以“创一流工作、一流服务、
一流业绩、一流团队”为目标，在
业务发展、文明服务、团队建设等
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支行

一直秉承“新思维 心服务”的服
务理念，创设诚心、专心、用心、
贴心、全心的“五心”工作法，获
评全行优秀服务案例。以工匠精
神，专心致志营造标准化、程式
化、精细化、体验式服务，并以贴

心和真情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
所急，得到社会各界纷纷点赞。先
后获得总行温馨网点、鄞州区金融
管理优胜奖、银行业五星网点、平
安运营创建单位、市级青年文明
号、金融系统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同时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投入
社会公益事业，开展各种形式的青
年志愿者活动、义务献血、送金融
知识进万家等活动。

（王 颖）

浦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打造精品网点 推进规范服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仑支行，
成立于 1996 年，坐落于北仑区银
泰商圈岷山路 399号，是一家宁波
分行下辖的一级综合性支行。改嫁
网点始终秉承“客户导向、尽心服
务”的理念，把客户的满意放在支
行管理建设的首位，做客户“家门
口的银行”。

2015 年 荣 获 北 仑 区 （开 发
区） 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综合
先进单位二等奖、2015 年度北仑
区 （开发区） 金融机构创新先进单
位，2016 年被人民银行评为 A 类
行，浦发银行分行级优秀经营单
位，2017 年度支行获得“浦发银
行百强网点”称号，“零售五星网

点”称号。
支行经营状况良好，存款规模

在北仑区域市场份额占比为 6%左
右，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保持领先
地位。同时积极开展标准化服务规
范管理，立足网点，上街道、下企
业、进商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优质服务。今后该网点将继续以更
加精湛的服务技能、更加多样的服
务方式和更加完善的服务理念为客
户提供更专心、贴心的服务，成为
大家心目中“家门口的银行”。

（王 颖）

浦发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以客户导向 尽心服务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成立
于2004年11月，位于鄞州区中兴路
739号，现有员工34人，内设营业中
心、财富管理中心、小贷中心、公司业
务中心等部门。分行营业部先后荣获

“全国银行业雷锋岗”“中国四星级银

行网点”“省级工人先锋号”“宁波市
民满意文明示范网点”“浙商银行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当地同业和
广大客户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秉承“客
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坚持倡导做

一个有“温度的柜员”，积极推行
个性化的贴心服务。网点设置了智
能自助设备、硬币兑换机等智能机
具，让客户享受“00 后”银行智
能化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医药
箱、宠物房、手机加油站、爱心伞
架等便民设置，让客户感受“00
后”银行的温度。响应“最多跑一
次”改革专项行动，“一次办”“一
窗办”“限时办”是“00 后”银行
的服务宣言。 （王 颖）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贴心服务情暖客户

宁波银行专栏

进入寒冬，阴雨连绵，坚持
锻炼的人渐渐少了，但在宁波银
行余姚中心区支行，依旧有一群
人坚持“刷步”，每天的步数都在
1 万以上——他们不仅仅是为了
锻炼身体，更是为了奉献一片爱
心。

原来，自 2018 年 6 月起，宁波
银行余姚中心区支行组织全行员
工开展“公益万步走”活动，员工每
日行走超过 1万步，即可获得公益
积分，然后凭每月累计的积分向支
行工会兑换经费，再捐给山区学
生。这不仅是鼓励员工坚持锻炼，
也是推动员工加入公益活动中。

活动发起后，宁波银行余姚中
心区支行员工踊跃参与，在约 200
名员工中，每天保持 1万步以上的
员工人数从 20 人增长到 30 人、40
人，峰值达到 60多人。无论酷暑寒
冬，对于这些宁波银行人来说，每
迈出一步就是开启公益的里程。

2018年9月27日，活动进行到
一个阶段后，宁波银行余姚中心区
支行组织热心公益的员工前往四明

山镇中心小学，捐助冬季校服和学习
用品——这些都是公益积分汇聚的
爱心成果。不仅如此，得知这一消息
后，银行客户也参加了现场捐赠活
动。

当天，“宁波银行余姚中心区
支行四明山镇小送温暖”活动仪式
在四明山镇中心小学礼堂举行，热
心公益的宁波银行余姚中心区支行
员工和客户代表向各个年级的学生
分发校服和学习用品，与结对学生
亲切交流，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让
这些孩子更加健康快乐地学习和成
长。

四明山镇中心小学捐赠结对活
动结束后，“公益万步走”活动继
续进行，宁波银行余姚中心区支行
将这项公益活动与工作开展相结
合，进一步丰富公益的形式和内
容。

宁波银行余姚中心区支行辖属
的泗门支行、丈亭支行、黄家埠支
行、小曹娥支行等各网点走进街
道、社区、村镇，普及金融知识，
宣传垃圾分类，让村民模拟分类投

放、借助 PPT 演示等方式讲解垃
圾分类知识，还通过通俗易懂的
环保小视频和有奖问答，让村民
们的环保意识进一步觉醒，提升
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进入岁末年尾，“公益万步
走 ” 活 动 仍 在 不 断 掀 起 高 潮 。
2018 年 12 月，宁波银行余姚中心
区支行再次发起向四明山镇中心
小学赠书活动，号召全行员工捐
书，用行走积分换书，最后将书籍
悉数捐赠给了学校图书馆。

爱在行走，没有停歇。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宁波银行余姚中心
区支行不但要提供至臻完善的金融
服务，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
时一直在坚持“行走的公益”，让
爱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海，感动更
多的人，带动更多的人，温暖更多
的人。

爱 在 行 走
——记宁波银行余姚中心区支行“公益万步走”活动

近日，为更好响应宁波脱贫
攻坚号召，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浦发银行宁
波分行在全辖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助力新疆卫星工厂精准扶贫、为
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的
捍卫者——城市建设者、环卫工
人等送暖心礼品的志愿者活动，
暨浦发银行第十二次全行志愿者
日活动。

本次活动采取线上互动与线
下现场执行相结合的方式，即为
新疆喀什“访惠聚”卫星工厂搭
建彩棉产品线上平台互动、线下
对接宁波区域城市建设者、环卫
工人、老人的公益捐助活动，用
公益的态度带动扶贫产业发展和
贫困地区经济“造血”，用公益行
动向宁波传递温暖和正能量。在
新疆喀什市乃则尔巴格镇皮合森
村，由浦发银行联手中国彩棉集
团成立的精准扶贫卫星工厂，通
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产业投资
创造就业，从而形成当地自给自
足的良性循环。

前期，通过浦发银行宁波分
行全体员工大力发动“传送热力
的点赞和织一个梦的行动”为新
疆地区的纺织女工带来了近20000
点的热力值，用热力值进行等额
兑换，在线下活动日当天为城市
建设者等群体提供彩棉织物提供
了物质保障。

1月 5日，浦发银行将宁波高
新区支行和高新区“颐乐园”（养
老院） 作为传递温暖的两个阵
地，组织近 50 余名志愿者为超过
100名环卫工人和数百位老人细心
准备了“笔墨暖 春联红”（现场
写春联、送春联）、“最暖证件
照”（免费拍摄赠送证件照）、“美
发暖人心”（免费理发）、“传递温
暖彩棉”（礼品派发） 等活动，在
阴雨连绵的小寒节气中为环卫工
人和老人送出温暖。

等待理发的谭奶奶说，志愿
者活动每年都有，但是今年浦发
银行来的志愿者特别多，近 50 个
年轻人，让我们好欢乐。“剪完头
发，去拍一张照片，再写一副春

联，回家过年。”谭奶奶笑得合不
拢嘴。

据浦发银行宁波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次活动主要是为城市建
设者包括环卫工人爱心驿站、建筑
工地、敬老院等捐助新疆喀什精准
扶贫彩棉工厂的产品，无论是新疆
的彩棉女工还是宁波城市的建设者
都能感受社会的温暖。浦发银行第
十二次志愿日活动虽然告一段落，
但织梦行动仍在持续。“让我们继
续爱心汇聚，一齐助力新疆彩棉女
工美好生活；让我们继续热力传
递，共同铸造城市建设者温暖冬
天；让我们继续传递有态度的传
承，一起践行‘金融为美好生活创
造价值’的使命。”

“院里的老人们知道拿到手里
的产品是新疆喀什的女工一针一线
缝制出来的，感觉特别温暖，希望
能将活动继续下去，促进新疆扶贫
产业的发展和贫困地区经济‘造
血’，用公益行动向社会传递温暖
和正能量。”宁波颐乐园养老院的
程院长说。 （黄文功）

织梦美好 温暖接力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第十二次志愿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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