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银行，这里的一声问候，一个微笑，疫情中

在工业园区奔波的身影、社区内坚守的志愿者……每

一个细节都在讲述着这是一个阅尽千帆、仍能保持初

心的地方。三尺柜台，连接着市民的殷殷需求和银行

的发展蓝图；一方网点，提供的是过硬的金融业务能

力和始终如一的人性化服务。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

银行宁波市分行辖属多家网点以真诚的服务态度和出

色的业务成果赢得了甬城市民的推崇，获评“2020最

受市民欢迎的文明示范网点”。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

坚守抗疫显风骨，细节深处见柔情

为给甬城市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于 2020 年搬迁至东部新城鄞州区鼎泰路 255 号。多年来，该部深耕本土，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见证者，这里记录着宁波金融业发展的日
新月异；作为建设者，该部践行“奋发至上”精神，为宁波市“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以来，营业部多方部署保障经营运转。即使地处当
时疫情最严峻的地域，对私柜台仍坚守“365 天全年无休”的承诺，为有
急需的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对公业务开辟防疫绿色通道，假期加班处理汇
款报文以保障企业运转。期间，该行投放多笔应急贷款保障企业经营运
转，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推荐“甬贸贷”“海高贷”“人才贷”等特色产品
和“企 E 贷”系列全线上普惠贷款产品，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客户基于留学、旅游、商业和投
资等活动衍生出了对优质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对此，依托中国银
行外汇专业优势和全球服务平台，营业部建立了跨境金融服务中心，配
备经验丰富的咨询经理，充分掌握业务上下游，为各类客户提供一站式
金融服务。对于有留学需要的客户，中国银行与多家第三方机构和平台
建立长期合作，经常性举办出国留学讲座，并推出为留学家庭量身定制
的多币种“卓隽留学信用卡”和优惠的留学贷款业务，助力海外学子更轻
松的生活。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迈向全球化服务新征程

“发现购物卡丢了之后，我到处寻找，可就是想不起丢哪了，只能回
家跟家里人说，恐怕是找不回来了，哪想到当天晚上就接到了中行的电
话，说我的购物卡找着了，大晚上的，也不知道给他们添了多少麻烦！
我心里那个感激啊，只能说，真不愧是中国银行！”

2020 年初，中国银行宁波孔浦支行的综合服务经理在巡视厅堂时，
在营业厅 ATM 机上发现了数张三江购物卡，经粗略计算，大致价值现金
4000 元左右。随后他迅速上报，在网点内未寻得失主后，立即启动寻找
预案，通过查看录像一笔笔仔细核对客户影像身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
于在当天晚上找到该客户在柜台所办业务，由此查到联系方式通知客户。

“他听到购物卡被找回后那种激动，深深感染了我们每一个员工。”回忆起
那个忙碌的晚上，孔浦支行的服务经理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

此外，该行还积极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反假货币”“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经营者
的守法经营意识，为营造诚信健康的消费环境贡献力量。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对于孔浦支行来说，客户最大肯定就是——
“交给你们，放心。”

中国银行宁波孔浦支行

温情服务为业，诚信敬业为本

在五乡镇，中国银行宁波五乡支行有一个特别的称号——“五乡热
血小分队”，这不仅是因为五乡支行以高度的热情服务客户，还因为该
行积极参与环境整治扫街、台风抗灾救援、关爱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
这支热血小分队还被五乡镇政府授予“爱心企业”称号。

日常工作中，五乡支行满怀热忱。由于五乡镇是鄞州区传统工业强
镇，该行多年来以服务当地民营企业为主，主动上门了解企业经营情
况，以专业的工作能力和业务创新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截至
2020 年末，网点全量金融资产增速达 36%，新增普惠客户 33 户，新增
普惠投放 5733 万元，创新落地 1+n 供应链项目两个，各项客户基础增
幅均位列前茅。

面对特殊客户，五乡支行关怀备至。每年的 9-11 月缴纳居民医保
期间，该行主动为腿脚不便的老人提供社保卡上门激活服务；去年 12
月，该行组织人员连续 20 天奔赴五乡镇某村拆迁现场驻点为拆迁居民
提供现场开卡服务，让当地百姓享受一站式拆迁签约金融服务。

抗击疫情，五乡支行奋楫笃行。2020年初面对突发疫情，该网点负责
人主动带领行内党员奔赴卡点设防的抗疫工作中，网点也作为唯一金融机
构代表被当地政府推选为“战疫先锋”；企业复工后，网点第一时间联动
当地镇工办，牵头与当地镇政府共同举办普惠金融对接会，累计发放普惠
贷款1800余万元，并投放了鄞州分行辖内第一笔“疫情贷”。

中国银行宁波五乡支行

“热血小分队”，出动！

清晨，当这座城市还未完全醒来的时候，中国银行宁波北仑新大路
支行的客户经理便已经换好了制服，紧张有序地准备起了这一天的工
作：“当我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一言一行已经和中行的形
象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中行服务水准的一个缩影。”

为打破“银行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新大路支行倡导员工服务先
行，从客户步入营业厅的那一刻起，必定有工作人员走上前倾听客户的业
务办理需求并引导客户走向对应的业务点，如果碰到自己无法胜任的领域
也会立即进行转介绍，真正做到了每一位的客户都有人对接，每一次的业
务都有人跟踪处理。

“在我的印象里，银行都是到点就下班了，再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李
先生匆匆赶到最近的新大路网点时，已经临近下班时间了。前几日，他刚出
手了境外的房子，本准备将房款汇入中行卡，由于不清楚境外收款需提供
外汇登记材料，导致他在柜面办理时不能提供相应的材料。由于数额较
大且次日即将出差，李先生十分焦虑，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刻向上
级汇报，并建议他立即前往外汇局进行备案登记，约定延迟下班处理该
项业务。李先生从外汇局回来时，时间已经临近晚上七点，李先生回忆
道：“当我赶回来时远远看到这里的灯还亮着，仿佛不仅是照亮了回来的
路，也纠正了我对银行的偏见，其实现在的银行也在逐步向服务型转
变，这样的服务，够‘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宁波北仑新大路支行

于平凡岗位见真情

十二年前，作为最早踏上杭州湾新区的银行之一，中国银行杭州
湾新区支行便立志服务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多年以来，中国银行始
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深耕业务发展，争做当地“一流银行”。

2020 年 9 月，该行迎来了一次特殊的任务：为杭州湾消防救援支队
提供借记卡服务。开卡工作布置后，业务发展部客户经理立刻对接，
明确办卡人数，询问服务需求，为启动批量开卡工作打下基础；营业
部业务助理研读总行办卡要求并在行内系统完成联名卡初步申领工
作；支行客户经历签署办卡事宜并审核提交资料。经过各部门的协同
合作，从提出需求到完成联名卡制卡总共耗时短短一个月不到，让消
防支队切实惊叹了一把“中行速度”。

在完成客户基本要求以外，支行团队想客户所想，考虑到消防队员无
法外出办理借记卡激活业务的特殊性，支行临时组建了小分队两度前往消
防大队提供上门服务。除了为消防队员们讲解联名卡产品属性以及功能权
益外，工作人员还逐一解答关于银行理财、基金等各类金融问题。

对于曾经办理过业务的客户，支行倡导员工做好长期跟踪售后服
务，在完成开卡后的两个月，了解到个别消防队员存在办理手机银行
转账业务时存在额度受限的问题，小分队第三次前往杭州湾公安消防
大队，为存在问题的消防队员提供上门服务，重新办理手机银行，顺
利地解决了问题。

中国银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协同合作跑出速度

在中国银行宁波镇海开发区支行，有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常说女性
以柔为美，她们便把这份柔情带到工作中，给予客户更多的温暖和慰藉；
扛起责任时，她们一马当先，以坚韧和智慧搭建起企业和银行合作的桥
梁。这里，既是镇海区“巾帼文明岗”，也是宁波市“文明窗口建设单
位”，开发区支行的工作团队用她们的柔情、坚毅和智慧，站上了这片荣
誉的舞台。

她们将如水绵绸的温柔带到工作里，让开发区支行的服务更添一份温
暖。2020 年 1 月，一位老年客户需打印本人社保流水，原本按照有关规定
需本人到柜面办理，但因客户小脑萎缩、行动不便，该行负责人随即安排
2 名工作人员来到客户家中进行上门核实工作，经确认无误后，代办人第
二天便取得了社保流水；去年 4 月了解到复工复产企业对消毒产品的需
求，该行工作人员迅速为当地 30 余家企业赠送消毒液。

疫情期间，她们展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对合作企业进行逐个排摸，为
疫情防控工作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持。去年大年初四，当全国各地
还在居家隔离的时候，镇海区某街道财政管理办公室紧急联系镇海开发区
支行表示需要立即支付为武汉疫情采购救灾物资的款项。接到通知后，该
行第一时间报备市分行，网点柜员和副行长紧急赶到网点，利用国库支付
系统于 1 小时内迅速完成款项支付，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中国银行宁波镇海开发区支行

柔肩亦能担重任，巾帼何须让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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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仰光2月1日电（记者
车宏亮 张东强） 缅甸军方 1 日晚
通过电视发表声明，宣布对缅甸现
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

声明说，外交部，国防部，边
境事务部，计划、财政和工业部，
投资和对外经济关系部，国际合作
部等 11 个中央政府部门的部长被
替换。国务资政府部，计划、财政

和工业部，商务部等 19 个中央政
府部门的 24 名副部长被解除职务。

根据缅甸官方公布的信息，缅
甸现政府由 24 个部组成。此次改
组涉及绝大部分政府部门。

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
季及一些全国民主联盟高级官员 1
日凌晨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
布，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
新华社仰光2月2日电（记者

张东强 车宏亮） 缅甸军方一名高
级军官 2 日说，军方当天陆续释放
1 日其扣押的省邦地方领导人和议
员，但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
季等将继续扣押。

这名不愿具名的军官向新华社
记者证实，针对被释放的省邦地方

领导人，军方将考虑对其职务进行
调整。

实皆省一名官员告诉新华社记
者，该省省长已经返回家中。据当
地媒体报道，伊洛瓦底省省长 2 日
也已回到其住所。

缅甸官方媒体 2 日援引军方的
一份声明说，该国银行早前因网络问
题服务延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业。

缅甸军方宣布对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
陆续释放扣押的省邦领导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 日电
（记者谭晶晶）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 1 日说，它计划于今年四季度
或之后执行首次“商业太空游”发
射任务，用“龙”飞船将 4 名游客
送入太空旅行几天。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称，这一命
名为“灵感 4”的任务将是全球首
次商业太空旅行。4 名乘客将乘坐

“龙”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
迪航天中心的 39A 发射台升空，沿
定制的轨道飞行，每 90 分钟绕地
球一圈。整个旅程持续数日，旅行
结束后飞船将搭载 4 人在佛罗里达

州附近海面“软着陆”。
美 国 支 付 服 务 商 “Shift4

Payment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
里德·艾萨克曼将是首次太空游的
指令长。他也买下了其余 3 个席位
并捐赠给美国公众，最终人选将通
过竞赛选出。

发射前，太空游客们将接受关
于“猎鹰 9”火箭和“龙”飞船的
培训，学习轨道力学，以及在微重
力、零重力及其他压力情形下如何
操作等。他们还将接受应急准备、
进出飞船、航天服穿脱等培训以及
任务模拟训练。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将开启“商业太空游”

据新华社纽约2月1日电（记
者刘亚南） 因持续暴风雪给公共健
康和安全带来的威胁，美国纽约州
州长安德鲁·科莫 2 月 1 日签署行
政令，宣布纽约市和附近约 10 个
县从当日起进入为期 31 天的灾难
应急状态。

根据这一行政令，上述各地将
实施应急管理预案。纽约州政府已
宣布向受灾严重地区部署 130 名国
民警卫队队员以协助应急，并呼吁
居民避免外出。

1日下午，纽约市暂停了地面轨
道交通等公共服务，所有公立学校也
进入远程教学模式。纽约州多条主要
道路已实施车辆限行措施，州政府运
营的 5 个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点也
取消了1日和2日的预约接种。

美国国家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1 日晚间，纽约市中央公
园积雪深度超过 41 厘米，多地积
雪深度超过 50 厘米。

周边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
等也受到暴风雪严重影响。

暴风雪致美国纽约等地
进入灾难应急状态

这是2月1日拍摄的英国伦敦金融城。英国于2月1日正式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新华社发）

英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

2月1日，旅客佩戴口罩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等待乘车。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1月29日下令，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全

国范围内公交系统乘客和工作人员必须戴口罩，违者可能面临刑事惩处。
“口罩令”定于2月1日生效，没有规定具体有效期。 （新华社发）

美国“口罩令”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