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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起点要有新状态 、 新阶段要有新作为 、 新时代要有
新担当 ”！
今年1月11日 ，在中国共产党江苏银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 ， 江苏银行董事长夏平掷地有声 ， 要求全行戮力同心 ， 服
务地方经济 ， 服务地方百姓 ， 为建设 “ 特色化 、 智慧化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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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国际化的上市银行 ”而不懈努力 。
出一批爱岗敬业 、 扎实干事的典型 ， 他们立足基层 ， 在最平
扬州 ， 这座千年古城 ， 如今也站在了新时代的新起点 凡的岗位上 ，迸发出 “最美 ”的能量 ，展现出江苏银行人新时
上 。 作为一家生于斯 、长于斯的城市商业银行 ，今年以来 ，江 代的新面貌 。
苏银行扬州分行认真贯彻落实总行第一次党代会精神 ， 大
她们 ，都是当之无愧的 “最美江苏银行人 ”！
力激发全体员工的干劲 ，各项业务再上新台阶 。 同时 ， 涌现
他们 ，都是当之无愧的 “最美江苏银行人 ”！

“以我们的真诚，换取您的信任”

扎根社区
服务社会
——
—记江苏银行扬州东城支行副行长滕静秋

院看病。至今，每当她去走访这个社区的时
候，都还会带上红糖等礼物，去看望老人。
有一次，滕静秋了解到社区里有一个居
民不幸患上脑瘤，家庭生活困难。虽然这名
客户并非江苏银行的客户，但是她还是马上
上门看望，并现场捐助3000元现金。从此之
后，她长期资助这个家庭，如今，虽然这位居
民已去世，但是滕静秋还和他在南京上大学
的女儿保持联系，经常托自己的女儿给她送
去衣物等。
还有一次，一名客户来到网点，要为自
己卧病在家的家人办理业务，但根据银行规
25年，滕静秋把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 定，这个业务必须本人才能办理。对于这个
规定，客户非常生气，声称要“投诉”。滕静秋
给了她钟爱的银行岗位。
25年间 ，她从一名普通的柜员，成长为 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组织员工，携带设备，
一名分管零售业务的支行副行长。之前，东 亲自到客户家里上门服务，很快为客户解决
城支行零售业务在城区排倒数第二，滕静秋 了问题。最后这名客户非常感动，连声感谢。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滕静秋的真诚，也
和支行行长巢民到任后，两人齐心协力，强
管理抓业务，今年一季度，该支行零售业务 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有事找“滕行长”，
成为很多居民挂在嘴边的话，自然，办银行
排城区第一。
从倒数到名列前茅，滕静秋的“秘诀”， 业务找“滕行长”，也成为了很多居民的第一
一是加强管理，激发每一个员工的潜能；第 选择。而东城支行，也获得市“巾帼示范岗”
二就是深入基层，立足社区，和居民打成一 的荣誉。
父母是最好的榜样！滕静秋的一举一动
片，和居民交朋友，想居民所想，为居民排忧
也形成了良好的家风，感染了女儿的成长，
解难。
平时，一有空，滕静秋就走进所在辖区 如今上大学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热衷公益
的各个社区，和居民拉家常，社区里发生的 的志愿者，并且不久前还出国参与志愿活
动。在出国之前，女儿发了一个朋友圈，上面
一点一滴事情，他都一一记在心里。
“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蒙受了万千
有一次，在走访社区时，滕静秋了解到， 这样写道：
社区里有一名80多岁的老党员，因为患上一 恩惠，因此施于援手也是分内之事！”
滕静秋说：
“这也是我最想说的话！我们
种病，身体一直不好。她马上想到自己认识
的一名主治医师，对于治疗这种病非常有经 不但是银行员工，我们也是社会的一员，服
验，于是滕静秋专门抽出时间，带老人去医 务社会，是我们人人应尽的责任！”

“以我们的执著，赢得您的合作”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记江苏银行高邮支行客户经理潘冬梅
——

未来市场的 织看房团来看房，并且保证最快速度处理贷
竞争，归根结底 款，否则我就不会考虑跟你们合作！”
是人才的竞争！ 潘冬梅丝毫没有犹豫，只回答了几个
尤 其 是 青 年 人 字：
“请你们放心！”因为她知道：多说无益，
才，将决定一家 唯有行动才能带来转机。
单位未来的发展
回到支行后，潘冬梅在行领导和同事们
潜力。近年来，江 的支持配合下，第二天就联系了50余人的看
苏银行扬州分行 房团去楼盘看房。如此高的效率，让楼盘负
高度重视人才的 责人目瞪口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
引进和培养，一 这家楼盘终于同意该行驻点。
批青年业务骨干
在驻点的日子里，潘冬梅每天早晨准时
正脱颖而出。 7点半到楼盘，晚上10点半离开，她一边忙着
潘冬梅，出生于1986年，江苏银行高邮 跟客户对接贷款，一边帮销售员带客户看房
支行的一位普通客户经理。别看她年纪不 选房，复印资料，马不停蹄地做着自己力所
大，做事可是一名真正的“女汉子”，可以独 能及的事情。她用她的真诚、真情打动了客
撑“半边天”。
户，更感动着销售员们。
听说高邮某知名楼盘项目要开盘，潘冬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截至今
梅马上多次上门拜访沟通，可楼盘营销部负 年一季度末，潘冬梅完成个人贷款新增1.05
责人却总以种种理由拒绝见面。但潘冬梅不 亿元，个人消费贷款新增2346万元，户数新
放弃、不服输，并且心里暗下决心，
“既然选择 增236户，三项指标在扬州分行均排名第一，
了这个岗位，就该风雨兼程，既然选择了这个 连续四年被总行评为“江苏银行零售业务优
楼盘，就该勇往直前！”寒冬里，她去楼盘的次 秀客户经理”。
数数不胜数，最终，她的诚意打动了楼盘负责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青春是人生最宝
人，然而对方却提出一个条件：
“你们必须组 贵的时光，因为有太多的梦想和希望。潘冬
梅，无疑是江苏银行扬州分行青年员工积极
开拓进取、
“青春无悔释芳华”的真实写照！

“以我们的服务，获得您的认同”

三尺柜台
一腔真情
——
—记江苏银行仪征支行大堂经理顾飞
“将近八十还差三，头晕耳鸣眼昏花……顾飞
为人我欣赏，我去办事全靠他！”日前，一封由三首
小诗组成的特殊“感谢信”，送到了江苏银行仪征支
行。原来，这是一名年近8旬的客户王大爷，专门为
该行营业部大堂经理顾飞写的。
王大爷是该网点的一位老客户，平时有了闲钱
都会到银行来购买理财。一开始，王大爷都是在大
堂排队办理业务。顾飞看到这个情况后，考虑到这
位王大爷年纪较大，不宜排队较长时间，于是就建
议王大爷先到自助柜员机存款，然后到网银体验机
上自助购买理财。“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会用你们
那些机器？”一开始，王大爷非常抵触。但顾飞没有
气馁，而是带着王大爷到自助机器前，一遍一遍地
演示操作，一一解决王大爷的疑惑，经过耐心的指
导，最终王大爷学会了熟练地操作网银。
“现在科技进步很快，很多东西我们老年人根
本不懂，像顾飞这样真正有耐心教我们学会这些东

西的年轻人，确实很难得！”如今，王大爷每次到银
行办业务，都能自己轻松操作完成。每次遇到顾飞，
王大爷都会竖起大拇指，还逢人就夸江苏银行服务
好，介绍了不少新客户。
作为大堂经理，顾飞每时每刻关注着厅堂内客
户的动向，并及时向客户提供帮助。有一次，一位准
妈妈一个人挺着大肚子来银行办理存款业务，考虑
到这样的特殊客户不适合长时间等待，顾飞马上安
排她到VIP窗口优先办理，业务办完后，客户表示有
些疲倦，顾飞赶紧把她带到相对安静的贵宾室稍作
休息，并时刻关注着孕妇的状态。约半小时后，顾飞
发现这位客户脸色愈发苍白，隐约有昏倒的征兆，
立即上前询问。原来这名孕妇是低血糖犯了，顾飞
立即找来糖果饼干等给客户补充能量，并马上帮她
联系家属。“幸亏你们细心啊，及时发现并采取措
施，要不然可能就出大问题了！”家属赶来后，紧紧
握着顾飞的手，连声称赞他的认真负责。
如今，服务愈加成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优质
的服务是银行的一张名片，是银行的软实力。大堂
经理作为银行对外的第一形象代言人，虽然只是立
于三尺柜台之后，但是至关重要。
“要做好一名大堂经理，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三
点：一细心观察，及时发现客户的需求；二是要换位
思考，设身处地地为客户着想，为客户提供细致化
服务；三是要熟知客户的偏好，更全面、更专业地服
务客户。总之，只有真心和真情，才能打动客户！”顾
飞这样总结。

“以我们的细心，守护您的财富”

细心为客户
火眼识风险
—记江苏银行扬州梅岭支行营业部保安李广生
——

也许在很多 业部领导汇报，营业部马上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利
人眼中，保安的 用保健品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于是，李广生和
工作职能就是维 营业部工作人员一起，极力劝阻老太太转账。“你这
持秩序、看守财 个是养老的钱，这不是小数目，钱汇出了，就拿不回
物。但在江苏银 来了。”大家苦口婆心。但起初，老太太非常固执，并
行扬州梅岭支行 要李广生等人“不要多管闲事”，但大家并没有放
营业厅的保安师 弃，在劝阻了一个多小时后，老太太终于明白过来
傅李广生看来， 这可能是一个骗局，最终放弃了转账的念头。
保安可并不是这
像这样的事例，经常都在李广生身上发生。
么简单。
“我们梅岭支行位于老城区，老年人比较多，所
在江苏银行 以我们的客户很大一部分
服务的12年内， 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来办
李广生没有满足 业务，有两个问题我们必
于简单的保卫工作，而是坚持主动“替客户服务、替 须要重视：一个是老年人
银行分忧”。12年间，他细心为客户服务的事例不胜 容易丢三落四，行动不便，
枚举。
容易摔倒；另外一个就是
不久前的一天，李广生在大厅里巡查，突然发 老年人防诈骗的能力差，
现银行大堂的点钞机上，竟然有厚厚一叠的钱。“不 容易遭遇金融诈骗。这就
好，这肯定是谁点钱后忘记拿走了！ ”李广生马上 要求我们不但要更细心服
把钱上交到营业部负责人手里，一点，足足有3200 务，还要练就一双‘火眼金
元。“客户钱丢了，肯定会很着急。”然而，是谁丢的 睛’。而李广生师傅作为一
钱呢？为了找到失主，李广生和营业部工作人员一 名保安，不但工作
起，调看了大厅监控，并且通过柜台的业务记录，终 认真负责，还能主
于找到了失主朱女士。看到丢失的钱一分不少地交 动细心为客户服
回到了自己手中，朱女士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第二 务，认真做客户财
天，她专门为银行网点送来一面锦旗，表扬李广生 产‘守护神’，也是
我们学习的榜
等营业部工作人员的善举。
近日，一名老太太在一名年轻女子的陪同下， 样！”对于李广生，
来到梅岭支行营业部，声称要转账1万元给年轻女 营业部主任焦泓
子。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李广生马上察觉到这其 连声称赞。
中有猫腻，并且他印象中记得这名女子似乎在银行 通讯员 昌慧
附近推销过一款所谓的保健仪器。李广生马上向营 记者 何世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