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山深处的贫困户，是“摩托车上的扶贫女行长”永远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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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最窄的地方只有 30多厘
米，一边是陡峭山峰，另一边是万丈
深渊。隆冬季节，风雪交加，路面上
还结着冰。

工商银行重庆开州支行行长谭
开俊没有丝毫畏惧。为了工作，几
年以来，在这样一条险象环生的路
上，她已经行走了很多次。每一次，
她都要在摩托车上颠簸一个多小时
才能抵达目的地，办完事后还要原
路返回。

这一次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山
路，谭开俊要去拜访的，不是动辄存
贷数千万元的大客户，而是贫困户何
明安。一个银行行长为啥屡屡要去
拜访一个贫困户？

原来，2017年，谭开俊走马上任
开州支行行长时，正值全市攻坚脱贫
的关键时期。通过结对帮扶，一对一

“手拉手”，是“啃硬骨头”的有效手段。

贫困程度最深、生活最困难的何
明安，是谭开俊的结对帮扶对象。何
明安所在的钟鼓村，是白泉乡海拔最
高、距离场镇最远的村子。而白泉乡
是开州区最偏远的乡镇，距离开州城
区有上百公里。

有人建议，“你是支行领导，工作
忙，你的扶贫对象家又这么偏远，和
其他同事换一户吧。”谭开俊拒绝了，

“领导干部要带头作出表率，我怎么
能拈轻怕重？”

第一次去何明安家，是2017年
12月末的一天。寒风夹杂着雨雪，
吹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寂静的山
村，何明安一家正围着火塘烤火，忽
然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推门一看，
几个人满身泥泞，提着米面和油，正
迎面走来。

来者，正是谭开俊一行。在银行
系统工作几十年，访贫问苦的事几乎

年年都在做，但钟鼓村的贫困程度，
还是让谭开俊很吃惊。在这海拔
1500米的渝东北大山深处，山涧河
谷偶尔有“巴掌田”，其余大部分都是
45度以上的坡地，贫瘠的土地上只
能出产红薯、玉米和土豆。

贫困户怎样才能摆脱贫困？来
不及抖落身上的雨雪，谭开俊便开始
详细地问起了何明安家的情况。把
他家的收入项目挨个梳理了一遍，谭
开俊发现，何明安家种植的木香是个
不错的“题材”。她马上拿出手机找
到朋友圈中几个懂木香的朋友，一个
一个打电话问：高海拔地区种植木香
目前还有哪些共性的技术难题？怎
样才能进一步提升品质和产量？哪
些销售渠道的价格高些？

现场咨询，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那天，通过引“外脑”，种了几十年地
的何明安第一次认识到种植庄稼居

然还有这么多学问。不知不觉，几
个小时过去了，火塘里不停跳跃的
火苗，映照着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
庞。那一刻，谭开俊已经不是城里
来的银行行长，而是这个偏僻山村
平凡的一员。

此后，几乎每一个星期，谭开俊
都要往何明安家跑一次。漫长的山
路，哪里有泥坑，哪里是悬崖，哪里有
山泉，哪个时节该播种，哪个时节该
收获，哪个时节该给何明安介绍新的
打工活路，都清楚地刻印在谭开俊脑
海中。谭开俊深深得感受到，在自己
的银行工作责任田之外，这方远山，
这方远村，这户何姓人家，将成为心
中永远的牵挂和责任。

身体力行，带头做表率。在谭开
俊的努力下，目前，工商银行开州支
行帮扶的包括何明安在内的17户贫
困户全部脱贫。

听先进的故事 受模范的感染

第五届“感动工行”评选活动积聚企业发展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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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贫问苦，给予他人无私的帮
助，给予自己的则是内心的洗涤和灵
魂的净化，由此培养起来的对生命的
敬畏之心，以及对事业的责任感和荣
誉感，则能够赋予人极大的热忱，并
转化为澎湃的工作动力。

开州是重庆人口最多的县城之
一，也是渝东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
区。但工商银行开州工行却因受不
良贷款影响而忝陪末座，基本退出开
州金融竞争。但使人疲惫的不是远
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
即缺乏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

必须找到全行鞋里的“沙子”。
谭开俊响亮地提出“向我看齐”，理直

气壮地开展“今天我以作一名开州工
行人为荣，明天开州工行以我为荣”
的银行形象建设活动。她大胆改革
创新，改变经营理念，内抓管理，外塑
形象，以奉献论英雄，以服务促发展，
凭业绩用干部，大胆重用有业绩有思
路的年轻人，提升全行干事创业的激
情；她经常向老同志请教，与年轻同
志交心谈心，用情感关怀培养员工对
工行的感情，增强团队凝聚力、战斗
力，带领大家突出重围，发展业务。

白天，谭开俊带领同事穿行在开
州大街小巷，拜访客户开源揽存，晚
上，他与公司人员一道撰写报告。寻
找并锁定优质企业，谭开俊从不放

弃。一家不错的企业将开州工行拒
之门外，谭开俊与同事先后上门拜访
几十次，终于感动了客户。为了能在
一周内完成该客户的调查报告，谭开
俊和同事一起夜以继日，连续7天鏖
战至凌晨，无数次往返于客户与银行
间，撰写报告上百页。

当这笔融资成功发放之时，客户
发自内心的赞叹：“你们工行的效率
真高，同时几家银行给我们做贷款，
你们是最快的！”但客户哪知,谭开俊
和她的团队经历了怎样的一场奋战。

向市场要效益，向客户要回报。
凭着优质高效的服务，工商银行开州
支行很快赢得了开州区委、区政府的

高度认可，并在短时间内促成开州区
政府和重庆市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

成绩能说明一切。截至2019年
3月末，开州支行各项存款余额已达
34亿元，增长11亿元，增幅达48%，
其中储蓄存款21亿元，增长5亿元，
增幅 31%，是系统内 21 个县行第
一。对公存款13亿元，增长6亿元，
增幅85%，是系统内21个县行第一、
四大国有银行同业第一。支行各项
融资25亿元，增长12亿元，增幅达
92%，是系统内21个县行第一、四大
国有银行同业第一。行长经营绩效
考核排位长期稳居市行前三位。

“在我30岁以前，出入村庄的是
一条谭开俊扶贫走过的那种起伏蜿
蜒的泥巴路。所以，我看到照片上的
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谭开俊，坐在柴
火塘边的谭开俊，不由地就想到自己
的家乡，想到我长大的村庄，想到那
些改变家乡和村庄模样的人，他们有
多可爱，谭开俊就有多可敬。”在学习
了谭开俊的事迹后，工商银行永川支
行职员何晓一感慨道。

有感动，才有克己奉公，才有无
私奉献。铜梁支行行长龙星霖，工商
银行重庆分行辖内的又一名杰出“女
将”。她的儿子患病，多年久治不
愈。为了工作，工作日期间，龙星霖
拜托父母帮忙照顾儿子和年幼的女
儿。周一到周五，她马不停蹄奔忙处
理工作，周五的晚上才得以抽身和丈
夫赶往医院陪伴儿子。多年以来，她
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节奏。

夜里，龙星霖常常偷偷痛哭，但
只要一回到岗位，她立马满血复活，
不能以个人的情绪影响到团队，支行
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家庭状况。为
儿子求医问药这8年，龙星霖学会了
打针、学会了输液……护士能做的，
她都一一学会。

把家庭照顾好，更要把事业经营
好。2013年，走马上任铜梁支行行
长后，龙星霖提出了两个铜梁工行
梦：一是2013年—2015年期间，与
各县支行比，实现“经营效益优、营销
服务好、客户口碑好、员工幸福感强”
的铜梁工行梦；二是2016年—2018

年期间，与同业比，实现“经营效益第
二、存贷规模第二、营销服务最好、客
户口碑最好、运营安全最强”的铜梁
工行梦。

不过，命运对成功者的历练，既
要苦其筋骨，又要劳其心智。2016
年夏天，龙星霖年迈的母亲在身患
脑梗的同时，又摔断了腿。当时，龙
星霖正带领团队，艰辛地营销一个
关乎铜梁支行近年发展的重大项
目，根本无暇专门抽身照顾。祸不
单行的是，白发苍苍的父亲在每天
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的时候，又
摔断了左手。

父母、儿子身上发生的一连串遭
遇，让龙星霖心如刀割，在面临老泪
纵横的母亲责怪她是一个“只顾工
作，不顾亲情的不孝子”时，外人眼中
的“铁女子”龙星霖不禁流泪了，她哽
咽着对父母说：“爸妈，女儿不孝，现
在正是是铜梁支行发展的关键，我是
团队的主心骨，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
我的身上，我对班子和员工作出过承
诺，我无法辜负他们，等这段时间忙
过了，我保证休几天假好好陪陪您
们。”虽然识大体、顾大局的父母理解
并原谅了龙星霖，但龙星霖对父母的
承诺至今未兑现。

感动，赋予龙星霖不同寻常的坚
韧和顽强。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
下来，铜梁支行存贷款总规模从同业
第四跃升为第二，存贷款规模增幅达
130%，不良率0.06%，优于同业；常
年无重大风险和案件发生，实现人均
利润、人均中收同业第一；存贷款新
增及利润等主体指标均排合川片区
支行内第一；铜梁支行在重庆分行
22家县行年度考评中近年来均处于
前列，并三次名列第一。2018年末
的存款余额达到2012年的1.8倍，贷
款余额是2012年的3倍，净利润是
2012年的两倍……

感动，从一个模范或者表
率的“原点”出发，向四周传递，
为整个团队汇聚“精气神”，还
提供了“方法论”。开展“感动
工行”活动以来，工商银行重庆
各分支行在“感动”中通过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提升服务质量，
推动业务转型，让整体业绩水
平扶摇直上。

在“感动工行”活动的引领
下，沙坪坝支行努力激发全辖干
部员工的能力素质和工作激情，
让员工在经营发展中有成就感和
获得感，先后涌现出了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十大合规标兵”以及
重庆金融“五一劳动奖章”等一大
批先进个人，在全行营造一种向

“榜样”看齐、争当“先进”的积极
向上氛围，不断向全行员工传递
正能量，营造好氛围。

在业务创新方面，沙坪坝支
行围绕电子信息业产业大力发
展本外币业务，创新推动 IT业
务的可持续发展，通过高层营
销、三级联动、创新服务等措施，
不断提升 IT业务议价能力，扭
转了支行长期以来IT业务亏损
的不利局面，IT业务利润贡献从
2014年的0.37亿元增长到2018
年的 2.8 亿元，增长了近 7倍。
同时，该支行大力拓展民生领
域、白名单房地产项目、幸福产
业、棚改项目、个人按揭贷款，推
动投行债券类表外等创新业务，
近3年来累计投放人民币公司
贷款150亿元。

感动，也是金融生产力。截
至目前，沙坪坝支行连续4个年
度行长经营绩效考核排名市分
行第一，连续4年被市分行表彰
为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和内控案
防先进单位，2017年全国城区
支行经营绩效考核排名第 16
位、中西部地区第一，2018年全
国城区支行经营绩效考核排名
第46位、中西部地区第二，多项
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南岸支行营业部在“感动工行”活动中，
他们提出“五个零”服务文化。首先是服务
方式零距离，网点绝大部分业务都可以在智
能机具上自助办理，极大节省客户的时间；

“五声服务”和“柜面服务7步法”带给客户温
暖、舒适、便捷的体验；网点还专门拟定了
《特殊客户服务流程》，为老弱病残等特殊客
户提供上门服务。

其次是服务受理零推诿。为确保客户
需求得到迅速响应，网点制定了《首问负责
制》、《先外后内工作制》，同时，网点负责人
定期开展现场与非现场服务检查，关注各岗
位员工服务工作情况，杜绝推诿事件发生。

第三是服务事项零积压。营业部在代
发工资和社保发放高峰期增加弹性柜台、大
堂分流办理业务等方法，使客户业务办理效
率得到极大提升。

第四是服务全程零障碍。网点设置11
个区域，实施分层级客户服务。同时，网点
提供手语服务及英语服务，让每一位客户感
受到服务全程零障碍。

第五是服务质量零投诉。网点每月开
展一次客户满意度问卷调查、网点负责人定
期开展产品售后回访、网点负责人每日查看
客户意见簿，保障服务质量零投诉。

在感动中满怀感情地开展各项创新服
务。凭此，南岸支行营业部赢得了一大批忠
实客户，现有对公客结算客户1164户，年日
均金融资产1万元以上个人客户11415户。
截至2018年末，该营业部全年实现储蓄存
款增长1.3亿元，贷款投放22.65亿元，贷款
投放对公开户310户，综合考评在支行排位
第一。

“几家银行给我们做贷款，你们工行是最快的”

她带领的支行获得多项第一，对自己家庭却亏欠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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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运行管理部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摩托车上的女扶贫行长”谭开俊每周往返3个小时前往贫困户家慰问 龙星霖行长在“员工家庭日”活动中与员工一起动手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