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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服务从这里延伸
——农行随州分行优环境强服务纪实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徐春平 李汉明 李玉兰 程子轩

【 阅读提示 】

去年 7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全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
近一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大力实施“放管服”改革，推动了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在今年全市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市委书记钱远坤强调：“围绕‘汉襄肱骨、神韵随州’目标定位，宣传好随州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更好强信
心、暖人心、聚民心。要创新宣传方式，加强策划营销，进一步擦亮随州名片，提升随州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为贯彻市委书记钱远坤对宣传好随州优化营商环境的讲话精神，为总结近一年来我市政府部门营商环境优化的生动实践和推动疫后重振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事迹，展示我
市政府部门营商环境优化新貌，吸引更多外资投放随州，随州日报推出特刊“大美随州·投资福地”专题宣传，今日刊发的是农行随州分行优环境强服务的典型作法，敬请读者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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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随州 投资福地美
———优化营商环境看农行随州分行之行动—优化营商环境看农行随州分行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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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将优质的服务送给每
一位客户是随州农行人的不懈追求。

“岁数大了，不会操作柜员机，但我一点也不担
心。因为每次来办业务，大堂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
对一服务，把想办的事告诉他们，直接就帮忙办好，
这给我们老年人省去了很多的麻烦。”经常来曾都支
行支取退休金的李大妈这样说道。

能够有这么周全、快捷的服务，离不开合理紧密
的厅堂配合。

接待客户一声问候，送别客户一声感谢，特殊客
户一声提醒，服务客户一份微笑……随州农行的每
一位员工注重一个个微小的细节，将服务升华成一
种“艺术”。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3 月
31日，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工作人员接听后，立即向支
行汇报情况，衔接上门服务事宜。

原来，一位 60 多岁的女性客户来电询问丈夫社
保卡未激活应如何办理，并告之其丈夫因患病卧床
不起，急等着钱救命。工作人员一边告知客户，激活
银行卡必须本人携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到网点办理；
一边安慰客户不要着急，针对客户没有掌上银行、也
不方便下床行走的情况，将提供上门服务。

大堂经理立即将情况向网点负责人汇报，网点
负责人在了解客户的详细情况后，迅速与客户经理
一起到客户家中，上门为客户准备代办手续。当天
下午，社保卡激活成功。

求助就是命令，服务就是责任。开发区支行行
长马玲告诉记者：“时下，我们正在实施‘服务升温工
程’、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只要客户满
意，我们的服务就能升温，我们的实事就能办好。”

“姑娘，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你们为我做了一
件大好事。”4 月 14 日上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含
泪握着农行广水郝店支行网点负责人的手说。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去年 10 月，87 岁的宋奶奶
拿着一张二十年前的存单复印件，来咨询如何支取
她女儿的三笔存款。支行运营主管接过复印件一
看，上面三笔存款手工记账的老式存单，因存单名字
都不一致，当时为手工记账未录入证件信息，属于比
较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

运营主管通过翻看网点底卡，找到了这三笔存
款，通过申报 IT 平台查询客户账号，网点负责人迅
速到分行档案中心查询原始凭证，通过一系列查询，
确认这三笔存款未支取。

经过近半年的手续办理流程，老人终于在网点
成功办理了支取业务，连本带息存到了她的农行卡
上。

“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只有提供最诚心的
服务，才能走进客户心里；只有对客户付出真心，才
能留住客户的心。”广水支行党委副书记杨言民深有
感触地对记者说。

随州农行秉承“温馨布局、温度服务”理念，着力
打通金融服务下沉社区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
客户深刻感受到金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温馨与温
度。

4月以来，广水关庙支行联袂镇人社中心主任及
各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前往各村（社区），解决偏远山
区的年老体弱者因行动或交通不便无法到农行网点
亲自办理社保卡激活业务的问题。

在各村委会的协助下，客户在村党群服务中心
集中操作，同时为部分无法前往指定地点的客户提
供上门服务，并面对面地向村民宣传金融知识。

活动中，80 多岁的王大爷流着泪感激地说：“农
行的服务太好了，我和我老伴腿脚不便，眼睛也不
好，子女又不在家，工作人员居然到家给我服务，谢
谢，真的太谢谢了。”

随州农行持续纵深推进老年客户群体金融服务
的优化工作，积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贴合老年人
需要的“适老”金融服务，让服务更有温度，保证在普
惠金融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落下”。

服务无止境,拼搏无终点。农行随州分行将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经营发展和优质
服务有机融合，全力打造政府满意、社会认可、客户
青睐的金融服务优质银行，在高质量推动“汉襄肱
骨、神韵随州”建设中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作出
新贡献。

“创造感动,用心服务”这是随州农行人矢志的坚守和不懈的追求。
今年以来，随州农行坚持强化营业网点优质服务，快速启动“服务升温工程”，开展“靓化网点”环

境整治、“暖心厅堂”和“爱心敬老”品牌创建、打造“最暖厅堂”标杆、树立“服务感动人物”典型、评比
“最佳客户体验”和“我是客户我体验”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服务工作，以优质服务树立良
好形象，有力提升了金融服务质效。

“服务是银行立足的基石,是银行发展的根本。只有不断地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措施，为客户
提供优质服务，促使服务合理化、人性化,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与赞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金融行业中
立于不败之地。”随州农行主要负责人胡三红告诉记者，全市农行系统正以高昂的斗志和满怀的豪
情，广大员工本着用心服务、客户至上的理念，按照“星级网点、星级服务”的要求，把增加客户满意度
作为服务工作的灵魂，为广大客户提供细心、贴心、热心的特色服务，助力良好金融生态建设。

服务无小事，服务无止境。随州农行全
体员工从每一项举措、每一个细节入手，用
专心、细致的服务，架起一座座“连心桥”，让
客户感受到浓浓的温暖。

4 月 9 日上午，农行随县安居支行大堂
工作人员李保健、何敬波发现门外有一名行
动不便客户前来办理业务，迅速出门迎接，
主动询问客户需求，得知客户需办理密码修
改业务，而因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时，立即
将客户搀扶到网点备用的轮椅上，通过无障
碍通道推送到厅堂，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
安排专人迅速为其办理好所有业务，待客户
业务办完后护送其平安离开网点。

“实施‘服务升温工程’，创建银行业星
级营业网点，不仅仅是荣誉,更多的是责任
和承诺。”农行随州分行副行长梁宏刚说，自
年初以来，随州农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
提升客户服务体验为目标，竭尽全力打造最
优服务银行，从环境、功能、服务等 360 度无
死角，以秩序井然的环境、扎实精细的管理、
规范标准的服务，迎送络绎不绝的客户。

为抓实“服务升温工程”，随州农行成立
了由主管行长任组长，运营管理部、办公室、
人力资源部、计划财会部、网络金融部、信用
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网点服务“做什么”“怎么做”“做成什
么样”？该行把提升网点服务作为重大的政
治任务和重要的核心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

领导，加大工作力度，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营业网点现场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细化营业网点服务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
特殊人员服务的紧急通知》，并在每个营业
网点张贴了上门服务公告，开通了“预约热
线”，对老人和行动不便客户提供有温度的
服务。

小网点，大服务。该行通过增强人员配
置、优化劳动组合等方式,根据网点业务高
低峰特点和午间轮休特殊时段针对性做好
人员排班安排,确保网点人员充足,提升服务
特别是特殊人员服务效率。尤其是在社保
卡批量激活、年末批量缴费、元旦、春节、五
一、国庆等社保业务交易量较大的重要时间
节点,增加专门窗口和人员,以做好现场服
务、客户维护与业务指导。

随州农行不断加强日常管理,配齐网点
服务力量和客户峰值窗口数量，确保大堂人
员工作时间充足、着装标准、动作规范、履职
到位。同时，要求大堂服务人员要及时分辨
分流引导特殊客户群体,提供温暖贴心服务,
维持好现场秩序。

为满足客户上门服务要求，该行为全辖
网点配置齐全外携式移动设备，要求网点在
使用移动营销平台的时候，严格执行外携设
备的管理办法，对特殊人群联系村组上门服
务的同时严防操作风险。并在城区每家网
点设置暖心“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交通
警察等客户群体提供休息座椅、冷、热水，供
卫生间设施与报刊杂志供阅览，广受好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该行连
续举办了三期履盖辖内营业网点所有员工
的优质文明服务培训班，从塑造专业的银行
营业网点形象、打造服务流程及基本职责范
围标准、银行服务品牌认知、厅堂文明用语
与投诉处理技巧、提升客户体验、增强服务
联动等方面对全行员工进行系统培训。尤
其是针对新员工、转岗员工,对文明礼仪、规
范动作、“七步曲”、营销意识要进行反复持
续培训。通过培训、轮训，使每位员工都成
为“多面手”，在行内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为行动不变的老
年客户开展上门服务 962 次，得到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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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堂是一个银行的“脸面”，打造“暖心
厅堂”一直是随州农行积极践行的服务理
念。该行持续打造“懂你的银行”，进一步
调整优化网点布局经营，科技赋能上线各
类科技系统，以一流的厅堂服务、财富管
理，不断实现服务延伸与突破，推进更为广
阔的服务平台成型，为客户提供贴心、暖心
的金融服务。

5 月 18 日，记者走进开发区丰汇支行
营业大厅，但见工作人员穿戴整齐，热情服
务。环顾网点厅堂，LED 高清屏幕正在滚
动播放存款利率等信息，服务区内免费茶
饮、书籍阅读、应急药箱等爱心服务设施应
有尽有，仿佛置身多元化的厅堂。

今年以来，随州农行持续开展了以“服
务升温、擦亮招牌”为主题的网点 6S 清理
活动，对营业网点环境进行清扫和清理，重
点包括服务台、各个高柜低柜、门牌门楣、
LED 显示屏、玻璃等设施洁净光亮，确保无
积尘、无污染、无破损；网点门前无垃圾、无
杂物、无死角；网点无障碍坡道无垃圾及阻
挡物，营造亮化、美化、标准化的服务环境。

优质的银行服务，离不开先进、完善的
硬件设施支撑。客户只要稍微体验，就能
感受到先进的硬件设施带来的便捷。随州
农行坚持打造“有温度的银行”，采取多项
措施，坚持从细节抓起，打造厅堂暖心服
务，不断提高客户服务体验，推进网点亮化
治理。对全市网点招牌、灯箱、无障碍服务
设施、便民服务设施等 51 项硬软项目进行
查漏补缺，集中更换、维修、补齐，用心提升
厅堂颜值，为客户提供整洁美观、舒适温馨
的服务环境。

为了给客户提供高效、有序、便捷的服
务，该行对各网点厅堂的功能分区进行科
学合理的规划和布置，对自助终端、打印
机、清分机、VI 标识等服务设施、设备开展
摸排清理工程，对陈旧、损坏机具及其他物
品进行清理整治，对网点陈旧的标识进行

更新、替换，并在各网点增配了轮椅、急救
包、针线盒、放大镜、客用点验钞机、雨伞、
手机充电站、饮水机、爱心座椅等便民设
施，同时为环卫工人、交警、城管、志愿者、
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临
时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手机上网、紧
急避雨等服务，有效地提升网点智能化服
务水平、综合服务效能。目前，全辖网点已
全部完成“靓化环境”硬件配置要求。

只要到过随州农行网点办理业务的客
户，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网点形象亮
丽、环境优雅、功能齐全,大大节省了办理
业务的时间。方便快捷的服务,亲切温暖
的笑容,让我们感到很舒心。”客户吴莉这
样评价道。

客户一句朴实的话语，融化了员工们
工作中的苦与累；客户会心的一笑，犹如暖
流滋润着员工的心窝，激励着他们不断前
进。

网点虽小，但工作却千头万绪。随州
农行以星级网点创建为动力，保持奋发有
为的精神面貌，创造了优异的经营业绩，也
赢得了百姓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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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县安居支行通过无障碍通道协助
行动不便的客户来行办理业务

▲▲ 农行广水关庙支行深入村组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 温馨亮丽的“暖心厅堂”

▲▲ 农行开发区支行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
有温度的服务

▲▲ 农行随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梁宏刚到
辖内营业网点指导暖心厅堂打造

▲▲ 农行随州分行行长胡三红在“春风行动”
中与企业开展签约服务

▲▲ 随州农行举办营业网点文明标准服务专题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