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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县域支行巡礼之三

咬定青山不放松
—记特色发展的中国民生银行启东支行
——

6 月10 日，第四届
“
未来之星”江苏省少儿
才艺大赛启东赛区人潮涌动。 300 多组小选手
为市民展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 细心
的人们发现，在现场邀约选手、布置赛场、维护
秩序的志愿者都是民生银行的员工。
“放弃休息时间提供非金融服务是值得
的！贴近市场、贴近市民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接受采访的中国民生银行启东支行行长李纲
说，“我们正在加快转型， 着力打造零售特色
支行。 ”

坚定不移 继续转型之路
民生银行启东支行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
正式开业，是南通分行下辖的第一家县域支
行。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启东支行的发
展曾经历了一段彷徨期和阵痛期，今年一季
度末总存款规模约 20 亿元， 但她却是南通
分行零售业务发展最快最好的县域支行，储
蓄存款近 6 亿元， 在支行总存款中占比近
30%。
根据启东的市场特点， 今年一季度结束
后，为了继续增强零售业务的贡献度，进一步
强化特色打造， 南通分行把启东支行作为转
型的试点单位，调整了组织架构和考核办法，
成立了南通分行首家特色支行， 使得启东支
行更专业专注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和当地百
姓。
4 月份下旬，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验收小
组专家到启东支行， 继续督导了这项改革。
“我们最近把公司业务剥离到了南通分行专
项管理，让启东支行专职做零售业务。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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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南通分行企业金融三部总经理严建彬
说。据严总介绍，民生银行南通分行对启东地
区公司业务的支持力度并未下降， 并且做得
也很有特色， 累计为国家一级渔港——
—吕四
港开发建设投入信贷资金近 15 亿元，为启东
自来水、污水处理公司、广电公司等公用事业
单位累计投放近 10 亿元，为某建筑集团办理
启东地区首笔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3 亿元，并
即将为启东棚改项目贷款和注册定向融资工
具投放 11 亿元。
经过本次改革， 启东支行成为了零售转
型的试验田，其三个网点（下辖管理吕四支行
和北城社区支行） 将全部集中力量主营零售
业务，共有员工 26 人。 这对于一家股份制银
行而言， 在一个县域地区集中这么多网点和
人员，改革的决心和转型的力度是空前的。这
26 名民生人背负的期望和压力可想而知。

不懈探索 打造民生口碑
据了解， 民生银行的零售业务主要包括
两大块，一是个人金融业务，还有就是小微业
务。在成立伊始，民生银行启东支行就着重发
展服务渔民的小微业务。 支行分管行长顾杰
介绍，启东是中国著名的“海洋经济之乡”，拥
有 203 公里江海岸线，60 多万亩滩涂， 而吕
四渔场是中国四大渔场之一， 也是中国六大
中心渔港之一， 每年海产品捕捞量占江苏省
的 1/3。
2014 年 5 月， 金融时报关于启东支行
“渔网贷”的创新产品报道赢得了不小的社
会反响。 当年，当地木质渔船众多，几乎全

部到了报废及更新改造的期限， 由于省级及
当地政府的渔船建造补贴要在渔船建造完
毕、 办妥船舶产权证书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发
放，因此大部分渔民无力承担动辄上百万元的
改造资金。
在江苏省海洋渔业局、 启东市政府支持的
前提下， 启东市人民银行牵头启东市海洋与渔
业局和民生银行启东支行签订了三方合作协
议， 创新实施渔网工具指标抵押贷款－“渔网
贷”，使“渔网贷”成为渔民“蓝色信用卡”。 连续
3 年，民生银行启东支行“渔网贷”投放超过 2
亿元，帮助 200 多户渔民完成了渔船改造，赢得
一片赞声。
到 2015 年，启东支行与吕四开发区合作发
放创新产品“渔跃贷”， 当年累计发放渔跃贷
8000 万元，解决了 75 户渔民的资金需求。 2016
年 1 月 11 日，为更好地服务渔民，民生银行专
门成立了吕四支行，主营零售业务。“我们也在
摸着石头过河。 ” 吕四支行行长洪光淼陈述了
他的思路，“
一是抓产业，除了海洋渔业，拓展电
动工具行业；二是做活动，通过送金融知识下乡
深入城镇居民人心。 ”
与此同时，6 年来，启东支行在启东还打造
了
“
民生益行动品牌”。 2012 年，捐资 10 万元给
启东市慈善基金会。 2014 年，情系云南鲁甸灾
区捐款 6500 元。 2016 年，对国家扶贫工作重
点县河南封丘、滑县和甘肃临洮、渭源县扶
贫捐款 6800 元。 2017 年，与启东市吕四港镇
念 五 总 村 七 户 人 家 结 对 扶 贫 捐 款 2100 元 。
2018 年，参与启东慈善基金会“一日捐”活动
捐款 1750 元并与念五总三户人家实施精准脱
贫计划。

乘势而上 推动特色发展
有压力更有动力，不待扬鞭自奋蹄。认同民
生、接受挑战、证明自己，实现职业梦想，这是绝
大多数民生人埋头苦干、勤奋进取的根本动力。
作为金融行业的一名老兵， 民生银行启东支行
“
根据南通市场的特点， 我相
行长李纲分析道：
信我行的零售业务才刚刚起步， 必定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 ”
启东支行也确实有转型发展的良好基础。
回望支行的发展历程， 收获了诸多荣誉。 2014
年， 启东支行被总行评为服务标杆网点，2015
年被南京分行评为五星级网点，2016、2017 年
被评为启东市
“
青年文明号”。 尤其是 2018 年，
更是可圈可点。 在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开门红”
金融资产“百日百亿”的活动中，启东支行贵宾
客户数大幅增长，超额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任务，
金融资产达到 17.5 亿元，对分行的贡献率达到
17%，在零售转型的道路上已经小试牛刀。
众人拾柴火焰高。据悉，在 4 月份的南京分
行验收小组座谈会上， 专家们已为启东支行搭
好框架、出谋划策。南通分行相关条线已经展开
行动，在推动、宣传、考核等方面全方位拟定计
划并积极付诸实施， 集全行之力促进启东支行
改革发展。
不畏浮云遮忘眼，咬定青山不放松。看那长
三角地区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
—南通启东圆
陀角，浩瀚长江一路奔来，在这里汇入大海。 民
生银行启东支行行长李纲表示：“我们干劲十
足，激情工作，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
陆红池

直挂云帆济沧海
—记勇立潮头的中国民生银行海门支行
——

“父教育而母实业”，出身于江苏省南通
海门市常乐镇的张謇， 用毕生心血在他的家
乡致力于
“
实业救国”的宏大夙愿。 他还尝试
发展金融行业，创立“淮海实业银行”，开办甲
种和乙种商业学校，设立银行专修科，为南通
金融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
时光一晃，近百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在整个南通
市包括张謇的家乡海门， 银行业金融机构如
雨后春笋般欣然涌现和蓬勃发展。 其中，与民
营企业血脉相连的中国民生银行海门支行更
是以她的务实举措和不俗表现发出熠熠光辉。

豪气干云 争创百亿支行
在海门市，中南建设、南通三建均是知名
大型民营企业， 位居中国建筑行业前 20 强，
双双入围“ENR 全球承包商 250 强”，已经与
民生银行海门支行紧密合作 5 年多了。“
我们
秉承打造区域特色、 产业特色和全产业链金
融的战略，多角度、全方位支持建筑行业的提
档升级，帮助他们走出国门，助推‘
一带一路’
建设。”民生银行海门支行公司业务分管行长
张阳阳说。
这些全国顶级的建筑企业始终选择民生
银行是有原因的。 首笔理财直融、 首笔美
元债券投资、 首笔内保 FT 贷款、 首笔房地
产经营性物业贷款……民生银行的这些创
新产品和服务， 均在海门这些大型民营企
业开花结果、 大放异彩。 据悉， 除了覆盖
海门 4 家特级资质企业外， 民生银行海门
支行还为一级资质的建筑行业累计贷款投放
5 亿元， 并将进一步加大力度， 助推这些企
业提档升级。
除了建筑特色行业， 海门所有上市公司
也都选择了民生银行。“我们知道他们和海门
上市公司的合作实现了全覆盖， 因为他们真
正地把金融工作当做事业来做。”海门某上市

公司高管张总说，“我们是光纤光缆行业，而
他们善于学习， 巧妙地将投行和商行结合在
一起，敏锐地了解到我们企业需求，真正做到
私人定制。 ”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沿海开发、
陆海统筹的战略部署， 民生银行海门支行还
积极参与港口项目、重点产业的研究，想方设
法为各类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支
持。目前，该行通过行内资金支持通州湾新区
建设，累计发放项目贷款近 50 亿元，在当地
反响强烈。今年 5 月份，在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的支持下， 海门支行在海门市国有企业直接
融资工具招投标中连中两标，成功落地 30 亿
项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力地支持了地方
经济建设。
支行行长单华统计了一下， 支行成立五
年多以来，累计投放公司贷款超过 200 亿元。
数字的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诚信和辛
劳，让人感受的是民生速度和效率。单华行长
说：“
2017 年 1 月份，海门支行曾经存款突破
百亿大关，达到 105 亿元。现在进行业务结构
调整，力争早日重回百亿支行俱乐部。 ”

豪情满怀 服务小微企业
在海门，三星叠石桥家纺产业集群、南部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沿江医药化工产业集群、
沿河机电产业集群、 东部缝纫机针产业集群
为民生银行海门支行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
地。 据民生银行海门支行分管行长张国锋介
绍，支行成立五年来，累计投放小微贷款超过
7 亿元，惠及小微企业 400 多户。
据悉， 自民生银行南京分行推出“灵活
贷”“耐力贷”“超值贷”“闪电贷”“携手贷”五
大抵押产品以来， 海门支行针对不同的客户
需求进行产品推荐。 他们在把控风险合规的
前提下，通过合理定价机制，推动中长期抵押
的较高额度贷款发放， 开展担保贷款和抵押

贷款的组合授信，给予客户多种选择，有效地降
低了客户成本。
豪情满怀、务实担当、精益成长，这是民生
银行海门支行小微部的工作文化。“因为小微客
户户数多、规模小，短期业绩呈现不明显,加班
加点是常态。”支行分管行长张国锋解释道，“这
需要我们的小微客户经理从内心里树立坚定不
移做小微的豪情壮志，守住芳华、耐住寂寞。”民
生银行海门支行小微部规定， 要流程短、 选择
多、服务快，从客户上门咨询到放款，周期不得
超过两个礼拜，也就是 10 个工作日。
“这样的服务效率和承诺是公开透明的，不
需要我暗自揣测和焦急等待， 大大解决了燃眉
之急。 ”客户刘总说。 他从事服装机械及其配件
等的批发、 零售， 一直使用民生银行的乐收银
pos 机，但一直未有授信。 由于需要一笔较大额
资金引进新的品牌机型， 为增加额度和避免以
后转期不便，他想还清住房按揭贷款，并在民生
银行获取更高抵押贷款额度。 民生银行海门支
行客户经理尹蕴文先收集材料， 一次性为刘总
申报通过 5 年贷款循环额度， 在通知刘总归还
按揭贷款后仅 2 天时间就把贷款发放到位，让
他非常满意。

豪俊辈出 打造模范团队
“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这是张謇
曾为他开办培养金融人才的学校题写的校训。5
年的承载积淀， 同样让民生银行海门支行产生
了生生不息的“忠信勤朴”精神，使其成为了人
才摇篮、豪俊之地。成立 5 年来，支行获得
“
2014
年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市级机关先进部门”“2015
年海门市标杆金融网点”“
2016 年海门市‘十二
五’信誉金融网点”“
2016 年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嘉奖单位”“
2017-2018 年海门市金融服务示范
网点”“
2018 年海门市五一模范团队”等地方政
府和监管机构颁发的荣誉， 多次被评为南通分
行先进集体、明星支行。

在厅堂服务方面，力争独树一帜。民生银行
海门支行营业部重视转变服务方式和服务内
容，将“技能精练、办事高效、服务到位”三方面
结合，做到真正以客户为核心，展现不一样的
服务水准。 支行在南通分行“江海通城、赢在服
务”厅堂 PK 大赛中位列前三、在海门人行组织
的金融机构业务技能比赛中，获得团体总分二
等奖。
在团队打造方面，做到年轻有为。民生银行
海门支行是一个年轻自信、富有朝气、锐意进取
的团队，包括 8 名党员在内的 23 名员工都是本
科以上学历，虽然平均年龄不到 32 周岁，却展
现出了党员带头、冲锋在前、永不言败的奋斗
精神和良好氛围。 在民生银行南通分行，海门
支行 3 名班子成员被誉为“拼命三郎”。 为了高
效完成一笔大额贴现业务，支行公司业务分管
行长张阳阳率队连夜赶往天津完成手续，再第
二天连夜赶回南通与分支行工作人员一起高效
配合，在当晚 12 点前实现放款，赢得客户一阵
惊叹。
在社会公益方面，始终不遗余力。为贯彻落
实精准扶贫政策，积极打造“民生益行动”品牌
形象， 民生银行海门支行成立专门的扶贫帮困
领导小组，通过挂点联系、及时记录、持续推进，
不断加大帮扶力度，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切
实提高群众满意度。 支行与经济薄弱村海门市
临江新区灵江村建立扶贫结对关系， 已投入第
一批扶贫资金， 用于灵江村主要公益建设和集
体经济创收。 支行还与悦来镇悦合村部分农户
建立扶贫帮困关系， 每季度入户走访并提供资
金支持，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
海门有着
‘建筑之乡’的美誉，有着全国闻
名的‘
建筑铁军’，是海门市的闪亮名片。 ”民生
银行海门支行行长单华自信地说，
“
我们海门支
行的目标也是打造一支‘金融铁军’，也在系统
和同业内树立起一个标杆和一面旗帜， 直挂云
帆济沧海，在新形势下率先实现华丽转身。 ”
曹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