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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中信银行在中信大厦举

办了品牌升级发布仪式，并发布了品牌

口号“让财富有温度”。 中信银行东莞分

行介绍， 时值中信银行成立35周年之

际，回顾发展历程，中信银行始终坚守

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与时代同行。 展望

未来征途，中信银行将以“有温度”的服

务提供客户全方位体验，以“有温度” 的

管理凝聚内部发展合力，以“有温度” 的

品牌塑造值得托付未来的“价值银行”。

35年以来，中信银行正是因为赓续

实业报国的初心使命，坚守正确的义利

观，秉持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才收获

了如今的成就。 当前，在时代转折与求

新求变交织的关键时刻，中信银行承接

集团“共创新可能”的品牌主张，将“温

度”与“财富”结合起来，通过“有温度”

的服务模式，建立差异化竞争力；依托

“有价值”的服务生态，持续提升“综合

金融服务”能力，为客户创造穿越周期

的长期价值，提供“不止于金融”的全方

位服务。

与中国经济同行

35

载， 让初心

有回响

过去35年， 是中国经济攻坚克难、

实现巨大跨越的35年，也是中信银行坚

定前行、与时俱进的35年。 创立之初，中

信银行作为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

全国性综合性商业银行，视实业兴邦为

己任， 并依托前瞻的企业发展理念，不

断朝着“面向全国，面向国际金融市场

的新型商业银行”的目标努力前行。 此

后，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中信银行又

以切实行动加快向现代金融企业迈进，

于2007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成功上市

后的中信银行迎来了高速发展期，资产

规模由上市时的1万亿元发展到现在的

8万亿元，并在国内153个大中城市设有

1,423家营业网点， 拥有员工人数近6万

名。

随着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大，市场对

中信银行的期待也在不断攀升。 除持续

发挥对公业务的优势外，中信银行启动

了战略转型，以创新的业务生态，满足

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对于资产配置多

元化、融资需求多样化的需求。 例如，依

托“互联网+”因素推出的“交易+”历经

两次关键迭代升级，已构筑了一个成熟

的“智慧联通”交易银行数字化业务生

态，进而为客户提供全新“数智化”生态

服务体验。

以信立身筑牢发展之基， 让信

任有传承

在过去的35年中， 中信银行进一

步深化了对品牌建设的认知 ， 并将

“信” 的品牌基因根植到发展的每个阶

段———从“信念 信赖 信心” 到“承诺

于中 至任于信”， 再到“以信致远 融

智无限”。 如今， 面对共同富裕的时代

考题、 多元市场的个性需求以及协同

发展的业务机遇， “信” 这一品牌印

记也需扩展出新的内涵， 以便将业务

优势转化为客户可感知、 可传播的品

牌资产， 进而赋能业务高质量发展。

回顾中信银行前35年的品牌建设

之路， 主要分两种形式： 其一， 深化

品牌与客户之间的联系， 让品牌进入

用户心智， 实现情感共鸣。 为此， 中

信银行培育了零售金融、 对公金融等

板块品牌， 并打造了“信守温度”

“成就伙伴” 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品牌

理念； 其二， 聚焦业务功能， 以产品

及服务品质打造品牌。 比如， 此前中

信银行基于出国金融业务、 财富管理

业务、 普惠金融业务， 在市场上形成

的 “要出国 找中信” “在一起 好幸

福” “小微企业轻松贷” 等业务品牌

口碑。

依托于品牌建设三步走的原则，

今年， 中信银行在上述品牌积淀的推

动下， 将品牌管理上升到企业发展的

战略高度， 聚力打造“一个中信银行

一个品牌主张”， 并依托35年间的业务

优势和品牌基因， 讲述品牌故事， 传

递品牌信仰， 提升品牌力量。 更重要

的是， 中信银行还将在品牌主张的指

引下， 进一步细化经营策略， 让新品

牌主张吹响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号角。

以金融血脉滋养经济肌体， 让

财富有温度

品牌作为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还是企业抵御外界风险的“护城河”。

为此， 中信银行将十四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2022年定义为品牌建设的元年，

并推出品牌口号———“让财富有温度”，

旨在传递金融亦可迸发出有温度的力

量， 让每一份价值都能被悉心守护。

中信银行的品牌口号“让财富有

温度”， 既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供

需”， 把自身发展的“小我” 融入到实

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

的“大我” 之中； 也是为金融市场的

繁荣“供能”， 以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化

服务满足客户日益多元化的财富管理

需求； 还是为全行员工的幸福“供

暖”， 将企业发展与员工的获得感紧密

结合。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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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东莞市律师协会联合招

商银行东莞分行举行第三代东莞律师

会员服务卡发布会，进一步创新会员服

务理念，拓展会员服务内容，借助银行

金融工具赋能东莞律师行业高质量发

展。 发布会上，双方还举行了合作共建

签约仪式。 东莞市律师协会会长陈锡

康、招商银行东莞分行副行长谭路参加

活动并致辞。

实现“多卡融合、一卡通用”

据介绍， 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是

东莞市律师协会根据工作职责和会员

需求定制开发的专属会员卡。 第一代

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于 2008 年首次

发行， 初步实现会员身份验证、 现场

培训签到和课时学分记录等基础功

能； 2019 年推出第二代， 拓展实现了

在部分公检法单位验证律师身份和乘

坐公交、 借阅图书等公共应用功能

“一卡通”； 2022 年再次升级打造第三

代， 结合律师行业新形势、 新发展、

新需求， 增加了民生、 政务、 金融等

有关功能， 有效实现“多卡融合、 一

卡通用”。

第三代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 由

东莞市律师协会联合招商银行东莞分

行开发， 以招商银行服务平台为载

体， 进一步深化拓展会员服务内容，

在保留律师会员身份验证、 继续教育

培训签到 、 学分学时记录 、 乘坐公

交、 借阅图书等原有功能的基础上，

新增民生、 政务、 金融等有关功能，

有效提高会员服务和会员福利水平；

进一步优化提升会员服务理念， 既关

注律师执业权利， 又关注行业发展的

难点和痛点， 借助集成系统和金融工

具， 完善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 帮助

律师同行应对疫情影响与挑战， 以金

融赋能律师行业发展， 促进东莞律师

行业高质量发展。

以金融赋能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代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新增

功能主要包括：在衣食住行方面，目前

招商银行已经与全国 12 万多家

（其中

东莞

1600

多家）

消费类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 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可通过会员

服务卡在客运购票、餐饮娱乐、预订酒

店、商品购物、车辆维保、快递邮寄等方

面享受折扣优惠。

在城市生活服务方面，该会员服务

卡提供了一系列便民服务功能，如支持

绑定电子社保卡， 查询住房公积金，查

阅下载个人信用报告、不动产查询估值

和交通违章，缴纳物业管理费，缴纳水

电燃气费，加油卡、电话卡充值、东莞通

无需圈存可直接使用等。 同时，将原有

的借书证功能使用范围延伸到隶属于

市图书馆的单位。 下一步还将联合市图

书馆在东莞市律师协会设置流动图书

馆或图书角，供来访会员现场阅读和租

借图书。

在财税金融服务方面，该会员服务

卡免费提供招商银行自主研发的薪福

通系统使用权， 功能涵盖人事管理、财

务费控、差旅管理、个税缴纳等，可有效

降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成本；同时还具

有强大的金融属性，招商银行东莞分行

为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特别定制了低

利率的信用贷、生意贷等金融产品和安

全稳定的高息理财产品。

据介绍，第三代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

为招商银行东莞分行与东莞市律师协会

联名发放的招商银行借记卡。 目前，东莞

市律师协会已全面启动第三代东莞市律

师会员服务卡的换领工作。凡东莞市律师

协会会员均可申领选用。该卡的使用应遵

循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卡银行的要求。该

卡处正常使用状态且持卡人保有东莞市

律师协会会员身份时，持卡人除可使用招

商银行的相应银行服务外，并可通过该卡

使用东莞市律师协会提供的相应会员服

务。 具体须以实际为准。

东莞招行

以金融赋能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

联合东莞市律师协会推出第三代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

中信银行品牌焕新：让财富有温度

图为第三代东莞律师会员服务卡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