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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扬 的 青 春
——建行宁德分行团委助力旺季营销侧记

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反假币意识和假币识别能力，维护人民币信誉，营造良好的货币流通环境，近日，邮储银行屏南
支行组织反假宣传队前往代溪镇及玉洋村、忠洋村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周淑香 摄

时 值 立 春 ，万 阳
甫长。2月 28日，经过
前期紧张有序的精心
筹备，中国银行宁德
寿宁支行正式揭牌开
业。中国银行宁德分
行全体班子成员、寿
宁县人民政府领导、
人民银行宁德市中心
支行、寿宁银监办以
及 当 地 行 政 事 业 单
位、重点企业客户参
加了开业仪式暨开放
日活动。

寿宁县银监办主
任宣读了宁德寿宁支
行开业批复文件，中国
银行宁德分行行长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宁德人行以及寿宁县
政府领导分别发表了
讲话，表达了对中国银
行在寿宁县新设网点
的祝贺和对未来发展
的期许。在掌声中，中
行寿宁支行正式揭牌
开业。

新开业的中国银
行宁德寿宁支行按照
总行最新的网点建设
规范要求进行装修，
厅堂宽敞明亮，温馨
舒适，功能分区合理，
设置了贵宾区、会客
室、智能银行服务区、
24小时服务区等。当
日，寿宁支行举办了

“银行开放日”活动，
通过贵金属展示、银

行业务体验有礼、财神合影等
各项活动，吸引了众多当地群
众的热情参与。

寿宁县素有“两省门户，五
界通衢”之称，有着深厚的文化
积淀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强
劲的增长活力和发展后劲。寿
宁支行的开业，填补了中行宁德
分行在闽东地区的县域网点的
空白，扩大了业务辐射面，对自
身的进一步发展和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 李郑超 文/图

新年以来，宁德农商银行各网点抢
抓机遇，采取客户引进来与人员走出去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
的厅堂营销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网点
周边客户开拓率，实现了厅堂营销的持
续推进，助力该行业务实现开门红。

春节期间，该行以“积分送好礼”活
动为抓手，抓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
推荐产品，转变营销思路，从客户需求出
发，引起客户兴趣，寻找切入点，不断挖

掘业务发展潜力，同时大堂经理在介绍
产品之前进行简单的叫号量提醒及金融
知识的介绍，降低营销色彩，提高厅堂客
户的接受程度，较好地规避了将厅堂微

沙龙变成产品展销会的现状。
通过厅堂节日氛围的营造，客户不

仅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更能感受到宁
德农商银行的贴心服务。 □ 袁伟明

2018年2月26日，兴业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
成功发行四只不同品种的中期票据，合计约16.58亿
美元，其中包含该行发行的第一只欧元债券。此次
发行创造了多项纪录：中资银行今年首单发行的境
外债券、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首单欧元债、中资股份
制商业银行首单多币种多年期多品种的高级外币债
券、中资股份制银行境外分行最大发行规模。

这是兴业银行 2016年成功发行首单美元债券
后再次亮相国际资本市场，也是该行迄今单次发行
规模最大的美元额度中期票据，标志着该行国际化
进程进一步深入。

虽然面临年初美国国债收益率及全球股市大幅
波动、美联储连续加息等市场因素，但在2月26日一
天时间内，兴业银行香港分行先后完成了公布交易、
发布初始价格指引、亚洲及欧洲投资者电话会议、发
布最终价格指引、完成发行定价及订单分配等工作，
精准确定发行窗口，有效控制发行成本，实现各个品
种债券规模上的最佳组合。

此次债券发行吸引了超过110家全球投资者踊
跃参与，实现了最终订单2.2倍的超额认购倍数。最
高时点订单规模曾达到65亿等值美元。最终，兴业
银行发行债券组合确定为三年期美元固息、五年期
美元固息、五年期美元浮息和三年期欧元浮息四个
品种。其中，三年期美元固息债券共6亿美元，发行
价格为三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115基点，较初始价
格指引收窄 20个基点，票面利率为 3.500%；五年期
美元固息债券共2.5亿美元，发行价格为五年期美国
国债收益率+123基点，较初始价格指引收窄22个基
点，票面利率为3.750%；五年期美元浮息债券共5亿
美元，发行价格为三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息（3mLi⁃
bor）收益率+105基点，较初始价格指引收窄 27.5个
基点；三年期欧元浮息债券共2.5亿欧元，发行价格
为三月期欧元银行同业拆息（3mEuribor）收益率+75
基点，较初始价格指引收窄20个基点。

此次债券发行，由兴业银行香港分行、中银国
际、花旗、渣打、美银美林、交通银行、工银亚洲、浦发
银行香港分行担任联席全球协调人、联席牵头经办
人和联席簿记人，由农业银行香港分行、澳洲联邦银
行、集友银行、中信银行（国际）、建设银行新加坡分
行、中金公司、建银国际、招银国际、兴证国际、民生
银行香港分行、永隆银行担任联席牵头经办人和联
席簿记人。穆迪给予该中期票据Baa3的评级。

据悉，此次四个品种的16.58亿美元等值债券，是
兴业银行中期票据计划下的第二次发行。此前，2016
年9月，兴业银行设立50亿美元额度中期票据计划，并
于当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首次成功发行10亿美元双
品种债券（包含三年期 7 亿及五年期 3 亿美元），一度
创下中资股份制银行境外债券发行最大规模、最大认
购倍数、最低发行利率、最低新发行溢价等多项纪录。

此次债券发行将有助于兴业银行优化融资结
构，充实中长期资金来源，拓宽融资渠道，夯实投资
者基础，所募集资金将有助于促进该行海外资产负
债业务均衡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拓
展延伸海外业务。 □ 兴叶

近年来，工商银行积极支持构建多层次的社会
保障体系，持续提供优质的养老金管理服务。截至
2017年末，工商银行受托管理的养老金规模突破
1000亿元，同比增长 13%，居国内银行业首位。同
时，工商银行管理养老金个人账户达 1730万户，托
管养老金基金5000多亿元，是国内最大的养老金服
务银行，有力支持了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养老保障
制度改革的提速和养老保险政策的不断完善，客户
对养老金管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工行作为国内
最早提供养老金管理服务的金融机构之一，依托综
合化经营优势，不断完善多样化、综合化养老金服务
体系。目前，服务范围已从企业年金拓展到了职业
年金、社保基金、企事业单位综合养老保障基金、个
人养老金等诸多领域，涵盖了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
各个方面，能较好满足各类客户需求，已为超过5万
家企事业单位以及数千万职工提供了全方位、一站
式、个性化的养老金管理服务。

面对中小企业的养老金服务需求，工商银行研
发了“如意养老”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产品，有针对性
地解决中小企业资金规模小、专业人员缺乏、单独建
立年金计划成本高等问题，使广大中小企业及其职
工也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养老金管家服务。目前，
工商银行已与 6500多家企业签订了“如意养老”企
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协议。 □ 工行

工行倾力支持
养老保障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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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吻吊坠外观以象征纯洁爱情的天鹅为原
型，采用国际先进 3D硬金工艺精制而成，材质为足
金，克重2克，演绎天鹅纯洁无瑕的唯美姿态。天鹅
的脖颈部分采用磨砂工艺，触感柔和；翅膀中心采用
拉丝工艺，高贵华丽，象征永不褪色的爱情，寓意无论
经历多少漫长时光，这份爱都坚持如一，闪闪发光。

附赠镂空双心手镯 1条，造型典雅优美，ALF⁃
HEIM品牌镶嵌施华洛世奇合成立方氧化锆，时尚简
约，高贵不凡。

农行代理贵金属产品

天鹅之吻吊坠

▲附赠产品

◀产品外观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产品风险揭示书。
近期优惠：交通银行宁德分行新客户送500元贴金券 拼团理财3人以上最高平分500元贴金券

交通银行营业部 ：宁德市闽东中路22号人大信息楼（山水大酒店旁）
理财热线：2511808 联系人：田经理18659389558

交通银行万达支行：宁德市东湖御景21幢一层101（万达金街对面）
理财热线：2511867 联系人：林经理 18859396907

新春精品理财
产品代码

2102180115

2102180116

2102180117

2441180621

2441180620

产品名称

交银添利迎新1号

交银添利迎新2号

交银添利迎新3号

稳添利迎新10号

稳添利拼团2号

销售起日

2018/3/6

2018/3/6

2018/3/6

2018/3/6

2018/3/6

销售止日

2018/3/12

2018/3/12

2018/3/12

2018/3/12

2018/3/7

期限（天）

41

98

363

38

95

历史年化收益率

4.80%

5.10%

5.20%

4.70%

4.75%

加贴金券后历史年化收益率

7.58%

购买稳添利迎新
10号新客户额外专
享增值500元贴金
券，等同额外提供
2.88%历史年化收
益率（以新客户购买
5万元理财换算）

交行信用卡申办卡特惠

交行中铁网络联名信用卡

首次购票享七折
（封顶66元）

中资银行境外发债开门红：

兴 业 银 行 发 行
16.58亿美元债券

宁德农商银行

深入开展厅堂微沙龙

“青春正旺季，营销我先行”旺季营销
劳动竞赛、青年员工“旺季营销”座谈会、

“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组织生活会
……2018年伊始，一系列精彩纷呈的青年
员工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建行宁
德分行团委以旺季营销为契机，凝聚全行
青年员工的力量，拼抢市场，积极投身于
旺季营销攻坚战中，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向
心力，迸现出智慧和力量的青春本色，展
现新时代宁德建行青年员工的新风采。

目标明确

为充分激发青年员工突击队和主力
军作用，凝聚和发动青年员工投身 2018
年旺季营销，按照市分行党委提出的“开
门就是决战 起步就要冲刺”的总要求，建
行宁德分行团委在行领导的支持和指导
下，出台了《“青春正旺季 营销我先行”旺
季营销劳动竞赛活动方案》，通过组织活
动，搭建平台，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全身心
的投入旺季营销攻坚战中。

劳动竞赛以各支行、营业部、城区扁
平化网点为单位组建 15 支青年营销团
队，由各团支部书记或青年小组长担任队
长，从比业绩、展风采、强素质 3个方面，
对各队旺季营销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比
拼。一是各团队每周至少组织开展 1次
现场营销或外出营销活动，旺季期间至少
发布 1 期“青春加油赞”青年风采展示。
重点宣传和展示旺季期间本团队在业务
拓展、服务营销、金融宣传方面表现突出
的青年群体或个人，体现青年策划、青年
参与、为青年发声的特点。二是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专题，结合旺季营销
工作内容，组织开展“一学一做”教育实践
活动。包括座谈、演讲、征文、诗歌朗诵、
知识竞答、故事分享会、读书研讨会等形
式，通过新阵地、新载体和新平台，扩大覆
盖面与影响力。

旺季营销竞赛活动方案紧随全行“旺
季营销方案”下发，为全行团员青年投身

旺季营销指明了方向。活动激发了广大
青年员工奋勇争先的高昂斗志。分行团
委员根据各项活动的工作部署，定期通报
业绩，表扬先进、督促落后，在全行范围内
形成“你争我赶”的良好营销氛围，让团旗
飘扬在基层营销的最前线。

精准营销

“你是我的小苹果，我是你的小金
锁”“小苹果，锁平安啦！”这是周宁支行
青年营销团队“旺季争星队”客户经理一
边做着展示，一边用风趣的话语介绍着这
款贵金属的产品信息，在营业大厅里引来
众多客户的围观。

这不，客户张女士就闻声而来，迪士
尼官方授权的“小苹果”让人一见倾心，

“小苹果”和“锁”两个坠子外加精致的首
饰盒、红绳、18K镀金的链子瞬间让张女
士爱不释手。

“您可以跟您女儿一人带一个，您带
小苹果，她带小金锁，‘锁’住‘苹’安，母女
平安。”客户经理热情的话语让张女士不
忍拒绝，一套“小苹果”成功出售。

2018年1月22日开始，宁德分行正式
开启“我的小苹果”专项营销活动，全行上
下掀起了“我的小苹果”活动营销热潮。
此次“我的小苹果”专项营销活动，为宁德
分行旺季营销活动吹响号角，取得了旺季
营销活动开门红，坚定了该行全行员工旺
季营销活动的信心。

通过本次活动，乘旺季营销东风，一
鼓作气，强化合作协同，充分发挥青年员
工逢山开路的闯劲儿和持之以恒的韧劲
儿，不断创造业绩新高峰；提振精神面貌，
销活力，在全行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
位”的竞赛氛围。

硕果累累

2 月 6 日下午，柘荣支行“青年特战
队”前往柘荣县华荣小区开展“安居分期”

营销活动，成功营销安居分期2户；
2月 9日下午，周宁支行青年营销团

队“旺季争星队”外出开展商户营销。青
年员工主动出击，逐户营销，成功营销
POS机1户，信用卡5张；

2月11日下午，东侨支行“East_star东
星社“青年营销团队走进“长兴城”商圈营
销慧兜圈，成功营销“慧兜圈”悠享版 1
户、意向签约2户；

2月12日，蕉城支行“蕉阳”团队走访
福建祥盛建设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成功
营销白金卡一张，存款沉淀200万元……

这些营销团队的成员来自于各业务
条线，通过运用各自条线不同产品的特
点，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
营销活动，仅仅一个月就累计开展了 62
次现场营销或外出营销，成功营销“慧兜
圈”553户，信用卡分期 1.2亿元。营销过
程中，青年员工们耐心细致地进行产品推
介，解答客户疑问，了解客户需求，分发宣
传资料，用建行特有的优质服务满足客户
的金融需求。

在营销产品的同时，分行团委还组织
青年员工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对市民
进行反假币指导、金融基础知识讲解和诚
信宣传，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咨询。形式
多样，多措并举的服务方式得到了客户的
肯定与欢迎，建行青年营销服务团队成为
街头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在各项业务
发展得到有效推动的同时，青年队伍的工
作能力和业务素质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充
分展示了宁德分行团员青年健康向上、积
极有为的精神风貌和风采。

宁德分行以党建带团建，推进党建、
团建共同发展。该分行注重在青年骨干
中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所辖
各支行组建团员青年突击队、党团员营销
先锋队、青年文明号等，大力进行业务拓
展，切实发挥青年员工的创新活力。

舞动青春，与建行同行！潮起海天
阔，扬帆正当时。建青春，行未来，让梦想
在青春中闪光。 □ 张杨 胡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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