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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 招商银行佛山

分行私人银行新管户模式启动

会在分行大厦举行。

据悉， 招行佛山分行私人

银行管户新模式从原有的“1+

N”升级为“1+1+N”，又一次实

现了服务模式的升级和跃进。

第一个 1 是指高级私人银行客

户经理， 第二个 1 是指总行投

资组合管理经理，N 则是指总

行强大的投资、财务、税务、法

律等专家团队。 招行私人银行

开拓新的管户模式， 私人银行

客户经理将侧重对客户需求的

深入理解， 组合管理经理侧重

为客户出具个性化的专业方

案。

“1+1+N”新模式借鉴了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等国外先进的

私人银行客户管理经验， 相比

以前更加关注客户的需求、资

源整合更高效、 专业信息传导

更及时、客户财富规划更专业、

团队服务更稳定， 进一步发挥

了分行客户关系维护与拓展+

总行直接落地专业方案的优

势，实现更多高净值客户的“总

行专家团队的穿透经营”。同时

升级后的服务内容也会拓展服

务边界，包括交易撮合、客户背

后家族企业经营等全面的综合

化服务。

据了解，目前，招行私人银

行服务客户数超 7.2 万，管理资

产超 2.05 万亿元，在全球 70 个

城市拥有 63 家私人银行中心

和 66 家财富管理中心，其中有

伦敦、洛杉矶、纽约、香港、悉

尼、新加坡、卢森堡 7 家海外私

人银行中心， 基本覆盖了国内

外主要经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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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晓晴

“儿子， 我就准备走了。 你说， 我

们还有什么是可以为社会做的吗？”

“妈， 你也知道我是做临终关怀的， 要

不我们聊聊吧。” “我没什么财富， 只

有这副身体， 如果能帮到别人， 那就

是最好的结果了。” 今年 4 月， 佛山一

家医院的病房里出现了上面的对话。

86 岁的黄女士在得知自己即将离世，

与儿子谢鹏商量后， 最终决定捐献器

官。 “和老人聊了一会儿， 母亲的思

想也逐渐转变 ， 最终同意了器官捐

献。” 谢鹏说。

8 月 24 日，黄女士在医院走完了人

生最后一分钟，享年 86 岁。 谢鹏强忍着

悲伤，给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眼角膜捐

献工作站打了电话，按照母亲生前的意

愿，正式捐献了母亲的眼角膜。 黄女士

这一善举， 给予了仅有 19 岁的小何与

52 岁的钟伯重见光明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19 岁的小何左眼患有

绿脓杆菌性角膜溃疡，是最严重的一种

化脓性角膜炎， 症状剧烈且发展迅速，

不仅会导致失明， 还有可能要摘除眼

球。 角膜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

小何和妈妈梁女士都知道“换角膜不是

换衣服，不是买就可以有的”，要获得角

膜谈何容易。 自 8 月 13 日转入佛山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十多天里，小何经历了

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而就在小何隔壁病床上，包着右眼

的钟伯也急需进行角膜移植。 据了解，

一个多月前，钟伯在捣鼓机器时，火花

弹进了右眼，引发了角膜溃疡，到门诊

多次治疗，却仍恶化到需要眼角膜移植

的地步。“很担心真的没了一只眼，那我

的工作也就没了。 ”他今年 52 岁，是一

名负责看护大门的保安。 钟伯妻子、儿

子同样心急如焚。

经过病情的危重程度和病人排队

情况，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

主任兼眼三科主任段虎成博士决定将

黄女士捐献出来的宝贵眼角膜分别移

植到小何和钟伯身上。

8 月 26 日一早， 医生告诉梁女士，

有一位老太太去世捐献了自己的一对

眼角膜， 27 日便可为她的儿子进行角

膜移植。 “感谢医生救治及时、 细心

……感谢不知名的好心人， 捐献眼角

膜给我儿子， 让我儿子重见光明， 我

们全家都感谢你……” 生怕自己太激

动语无伦次， 梁女士特意提前将要说

的话写在纸条上， 但哪怕这样， 她拿

着感谢信的双手还是忍不住颤抖， 忍

不住泪流满面。

得知母亲的眼角膜可以帮助两个

人恢复视力，谢鹏深感欣慰。 他说，如今

人已离开了，能帮助别人，相信母亲在

天之灵也会很开心。

“等我百年之后， 我也要捐献我的

眼角膜。 ”正在等待角膜移植手术的时

候，梁女士说。 受到感召，小何也表示：

“以后也要捐献眼角膜， 像别人帮助我

一样帮助他人。 ”

此时，谢鹏不知道，一场持续的爱

心接力已经发生。

8 月 27 日，段虎成成功为两名患者

进行了眼角膜移植手术。 当患者再次睁

开曾经患病的眼睛时，已能重新感受这

个世界的光明。

8 月 28 日，“口岸贸易便利化，广州

银行伴你行”业务推介系列活动在佛山

市恒福新城广州银行佛山分行拉开帷

幕。 本次活动由广州银行与广东电子口

岸联合主办，佛山市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和广州银行佛山分行承办。 活动得到了

佛山海关、佛山市商务局、佛山市金融

工作局以及佛山市禅城区经济和科技

促进局的支持。 佛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外贸企业、进出口生产型企业负责人近

80 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佛山是珠三角制造业基地和进出

口重镇， 也是民营经济高度活跃的地

区。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今年 1~7 月，

佛山市的外贸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民营企业的

进出口占比近六成。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下，佛山外贸取得这样骄人的

成绩，得益于口岸各相关部门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也凸

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

此次推介活动，向与会的企业展示

了广东“单一窗口”通关和贸易服务便

利化，银政合作，共同推进“单一窗口”

金融服务功能的成果。 广东“单一窗口”

秉持“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的

原则， 与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服务对接，

打造本地化外贸金融服务体系。 而广州

银行致力于科技赋能，打造了一系列有

市场、有特色的跨境金融特色产品———

广银“智慧窗口联通”一站式跨境金融

服务站、广银环球支付通、广银境内外

币支付通、广银易达通、跨国财资通等。

同时，针对佛山小微企业痛点，推出的

普惠融资配套产品。

据了解，为积极响应国家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决策

部署，广州银行与广东省电子口岸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广州银行

成为首家在中国

（ 广东）

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上线金融服务功能并顺利运行的

银行金融机构。 为尽快将便利化服务惠

及企业，广州银行还与广东电子口岸联

合举办了“口岸贸易便利化，广州银行

伴你行”系列推广活动，送服务上门。 此

次佛山专场，是继江门、广州之后举办

的第三场大型推介会，也是佛山各口岸

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服务进出口企业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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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互联网支付已渗透到消费

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可使用智能手

机方便快捷地完成购物、出行、用餐等

活动，享受支付技术进步给生活带来的

便利。 但在校园这个象牙塔中，学生、学

生家长和学校， 都面临支付结算的不

便，以及管理上的困境。 记者了解到，针

对校园场景存在的上述支付结算服务

痛点，招商银行佛山分行结合自身业务

发展与金融科技能力，推出招行校园一

卡通，连接金融与校园场景，实现校园

内一卡通行、App 一键缴费， 也为分行

带来流量，实现多方共赢。

据悉，以佛山石门实验中学为突破

口，针对该校在经营及管理上的现金缴

费痛点， 招行佛山分行推出校园联名

卡，学生无需携带现金到学校，使用招

行 App 完成学杂费的一键缴费，无需排

队， 家长也不需要亲自到校为孩子缴

费，或担心孩子带着大量现金自己缴费

的风险。 创新的智能圈存模式，使学生

在校园内首次消费即可完成费用划扣，

实现“零现金校园”。 同时，为方便家长

对学生费用使用管理、加强与家长客户

联系，招行佛山分行还把缴费业务转移

到招行 App 上，让家长自主缴费，既解

决了账户余额不足导致的扣款失败问

题，又增加了学生餐费单次缴交上限和

交易记录查询功能，使家长随时掌握孩

子餐费扣缴情况，消除家长对孩子过度

消费的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分行还以校园

联名卡为载体，帮助学校建立了数字化

校园管理系统， 推出了学生搭乘校车、

用餐、用水、校内消费、图书馆借阅管

理、门禁考勤等一体化功能。 截至 2018

年末，招行佛山分行智慧校园项目获客

14908 户， 卡均资产管理规模 7351 元，

线上缴费大大带动了场景月活跃用户

指标提升，在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的

同时， 走出了一条校园场景获客新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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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延续！

86岁阿婆捐献角膜让两人重见光明

招行佛山分行启动

私人银行服务新模式

口岸贸易便利化 广州银行伴你行

广州银行与广东电子口岸联合主办佛山专场业务推介活动

招行推校园一卡通 破解校园场景服务痛点

活动现场。 虞莹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