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体机”覆盖的网点

电话

/

地址

22819888-140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72号

23367176

东莞市东城区金月湾广场B区B1号、B2号铺及BA1、BA2、

BA3、BA5、BA6、BA7、BA8号商铺

22902696

东莞市南城区东骏路38号世纪城·玫瑰公馆3栋商铺109、110、

111、112、113、114、115

85115624

东莞市虎门太沙路171号

85478024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北路中惠山畔名城A区长青路商场及GH区

188、284号

85589666

东莞市厚街镇体育路16号

82100768

东莞市凤岗镇永盛大街中银大厦一至三楼

87868006

东莞市塘厦镇迎宾路三正半山豪苑雅景园S1-10号铺

83330302

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还珠沥路段置业广场首层105-106号铺

81115609

东莞市大朗镇体育路与美景大道交汇处（大朗长塘农民公寓

对面）

83666918

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黄江大道旭龙贸易有限公司工业大厦

22288106

东莞市万江区万江路北3号华南摩尔主题购物公园盛世华南

住宅区4、6号楼09-15号商铺

83261858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财富大厦一楼

82098226

东莞市清溪镇鹿城西路茂恒商住小区1栋商住楼商铺01、02及

2栋商住楼商铺107-113

86633226

东莞市石碣镇东风南路3号

83355898

东莞市大岭山镇中兴路1号

83421183

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 (田新段)60号东莞市百新物业投资有

限公司综合楼首层

22236823

东莞市南城区簪花路达鑫龙庭B区5栋5号商铺

82213022

东莞市石龙镇京瓷路5号138号铺

88811550

东莞市中堂镇新兴路45号中国银行

86550826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336号

86002589

东莞市谢岗镇永江国际公馆1栋商铺111-115

86646612

东莞市茶山镇彩虹路135号101

88855015

东莞市望牛墩镇宝华路乔兴大厦

88708882

东莞市高

埗

镇高

埗

大道61号中国银行

83711313

东莞市横沥镇双龙舫步行街128A

88866768

东莞市沙田镇东港华府113-116号

86789080

东莞市企石镇振华路1号

81005612

东莞市洪梅镇洪梅大道60号鸿盈大厦首层

87799822

东莞市樟木头镇莞惠大道维多利花园皇朝阁1-4号商铺

88319632

东莞市道

滘

镇新城区道厚路8号

22891905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沁园路7号长城世家36幢商铺

111-116及107

88229992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孖

涌围东莞市恒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综合楼B栋首层

83696211

东莞市东坑镇中兴大道中康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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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名称

东莞分行

东城支行

南城支行

虎门支行

长安支行

厚街支行

凤岗支行

塘厦支行

常平支行

大朗支行

黄江支行

万江支行

寮步支行

清溪支行

石碣支行

大岭山支行

桥头支行

会展支行

石龙支行

中堂支行

石排支行

谢岗支行

茶山支行

望牛墩支行

高

埗

支行

横沥支行

沙田支行

企石支行

洪梅支行

樟木头支行

道

滘

支行

松山湖支行

麻涌支行

东坑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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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

迅速发展、 居民个人财富不

断积累， 高净值人群数量节

节攀升。 ”昨日，广发银行东

莞分行向信息时报记者介

绍， 作为中国人寿集团成员

单位， 广发银行敏锐洞悉高

净值客户需求， 充分发挥境

外资源优势， 联合多家跨境

教育机构、海外金融机构，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一站式高

端子女教育解决方案———

“明日领袖”计划。

跨境教育资源整合，

差异化增值服务新突破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介

绍，日前，中国银行业协会发

布了《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

展报告 (2018)———暨中国家

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白皮书》

（ 下称《 报告》）

。《报告》显示

高净值客户对于私人银行的

需求不再局限于投资理财，

更是延伸到企业与家庭的规

划和传承，其中40~59岁的人

群最关注的是家族成员的能

力培养。 由此可见，家族所要

传承的“财富”，不单是当前

所拥有的金融资产， 更要能

为家族世世代代持续创造财

富的能力， 因此对子女能力

的教育与提升愈发至关重

要。

“‘明日领袖’ 计划的推

出酝酿已久，我们通过3年来

不断地探索与创新， 最终系

统性地整合优质跨境教育资

源，鼓励孩子们立足中国，放

眼全球， 在思考和实践中不

断成长， 把他们培养为明日

领袖。 ”当提及推出该计划的

初衷时， 广发银行副行长宗

乐新谈道。

据悉， 自2017年起广发

银行便积极尝试发掘和研究

多种海外优质教育资源，范

围覆盖澳洲、欧洲、亚洲等地

区。 2017年广发银行通过前

期培训与层层选拔， 带领优

秀的私人银行客户子女一起

走进澳洲八大名校， 与招生

官面对面交流， 提前了解当

地学校的教育体系、 申请门

槛、面试技巧等，为日后进一

步求学提前打下重要基础。

2018年该行与被誉为“绅士

摇篮” 的英国伊顿公学携手

打造高端游学活动， 在名师

环绕的学术氛围中， 孩子们

获得了知识、体能、思想和社

会责任感的英伦贵族教育体

验。 2019年，借助单一最大股

东中国人寿的优势， 广发银

行再次打造高端教育活动新

标杆， 与国寿海外公司共同

推出跨境教育实践活动，带

领客户子女来到国寿海外公

司的中国香港总部， 体验了

一把正式就业前的实践活

动， 令其感受文化多元化的

职场及培养国际化视野。 接

下来，“明日领袖” 计划还会

将触角继续延伸到世界各地

的名校与知名企业， 为下一

代在选择学校、就业实践、开

阔视野等方面提供更丰富的

选择。

专业化金融产品配套，

全方位满足留学教育需求

为了帮助留学生轻松解

决留学生涯中可能遇到的各

类金融难题， 广发银行还推

出了“广学天下” 留学借记

卡，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

教育”专属权益。 该产品提供

的留学金融综合服务覆盖留

学前、中、后各个环节：在留

学的前期准备阶段，“广学天

下”留学金融方案可为客户

提供线上开立存款证明服

务、 14个币种电子渠道结售

汇服务、 超过150个币种线

上及线下跨境汇款服务、 留

学资金高收益存款与理财产

品、 留学贷款服务等专属服

务。 在留学临近出发前， 客

户可专享手机银行跨境金融

随身服务、 出行高峰期购汇

优惠活动、 留学专属借记卡

及信用卡服务、 线上“留学

付” 留学缴费服务、 外币兑

换及外币携带证服务等各类

贴心服务。 此外， 留学生如

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金融难

题， “广学天下” 留学金融

方案还为客户提供个人网银

及手机银行结售汇及跨境汇

款服务、 “速汇金” 海外现

金迅速补给等服务， 以备不

时之需。

伴随着国内高净值群体

的扩大与广发银行私人银行

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 广发

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也驶入

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今

年前十个月， 该行私人银行

客户数净增长量已经远超去

年全年， 达到去年全年的

155%。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表

示，放眼未来，广发银行私人

银行将继续秉承“以汇聚之

力，达您所愿”的理念，致力

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顶级的

综合金融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中国银行实现“银政通”企业开办

全流程智能服务一体机东莞全覆盖

跨境服务再出新招

广发私人银行推出“明日领袖”计划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杨舜莲

12月3日， 中国银行东莞

分行在东莞市横沥、 沙田、石

龙等11个镇区正式上线运行

“银政通” 企业开办全流程智

能服务一体机

（ 下称 “ 一体

机 ”）

，至此，中国银行东莞分

行“一体机”实现全市镇区支

行的全覆盖。

如今，企业可在东莞中行

自助完成商事登记办理并现

场领取营业执照，同时还可享

受银行提供的结算、 理财、现

金管理、授信融资等“一站式、

全产品”服务体验。 据了解，近

年来，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支持下，东莞中行先行先

试、勇于创新，于2017年作为

首发银行发放了市首批粤港

银政通电子证照卡，并在当地

同业中率先推出五证合一“工

商延伸窗口服务”。 本次该行

作为全市首批投放且实现全

市各镇街全覆盖“银政通”企

业开办全流程智能服务一体

机的银行机构，是该行深度参

与东莞市商事制度改革、以实

际行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重要体现。

“一体机”有哪些功能亮点？

一是智慧政务服务。 运用

人脸识别及电子营业执照的

身份认证、 电子签名技术，可

实现商事登记、 税务办理、社

保登记、公章刻制“一表填报”

等一站式申请，其中11月正式

上线社保登记功能。 申请人在

“银政通” 一体机上选择社保

办理后，填写相关内容，待网

上并联审批完成后，已填写的

企业社保信息会自动推送到

社保相关单位，实现在商事登

记的同时办理社保登记业务。

“一体机”通过标准化、智能化

行政审批，将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 为广大

企业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一

站式智能服务。

二是专属金融服务。 在银

行金融服务方面，东莞中行可

为企业量身定制全方位、全流

程、 全系统化的金融服务方

案，包括专属福利、专属融资

额度、企业增值服务、个人增

值服务等，全方位满足企业的

金融需求。

哪些中行网点可体验

“一体机”服务？

目前，东莞中行已在全市

各镇区营业网点投放“一体

机”设备，实现全市镇区支行

的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