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本版编辑：袁晓蓓  电话：（010）83168191

2018 年 9 月13 日   星期四

www.chinapostnews.com.cn

金融·财俊

口述实录 我和中邮保险共成长 （3）

印象“话”

口述人：中邮保险四川分公司市场经营部讲师  黄赫

作为一名基层信贷客户经理，

郭子琛在商海中“扑腾”了 1 个月，

他就明白了勤于研究、善于钻研对

于一名金融人的重要性。今天的他

总能“嗅”到业务气息，这种本领来

源于他扎实的业务功底，更来自于

其作为一名邮储人的执着和敬业。

郭子琛在邮储银行小微金融发

展的道路上走过了 5 个春秋，打通

了辖内金融服务下乡的“最后一公

里”。从一个刚出校门的“小白”，成

长为如今的邮储银行先进个人，郭

子琛不仅凭的是青春的冲劲儿，更

有用心总结、善于学习的机敏。又

是入职季，一大批新人正在开启自

己的成长之路，希望郭子琛的故事

能给大家以启示。

相伴七载  为梦前行

2011 年 7 月，我进入中邮保险四川分公
司，从事营销督导和讲师工作，不经意间已与
中邮保险一起走过了 7 个年头。历经中邮保
险 7 年文化熏陶，加上自己 10 多年的基层工
作经历，我已成了大家口中的“老邮政”了。

“黄大厨”的回锅肉

四川人喜欢在赶集日到网点办业务，为了
更好地促进中邮保险业务发展，我经常在赶集
日到网点进行辅导。赶集日这天网点特别忙，
员工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除了辅导，有
时我还会为网点员工做顿午饭，献上自己最拿
手的回锅肉。

说起这回锅肉，当初我可是下了一番苦功
才练成的。当督导前，我只会煮稀饭、面条，每
次看到网点员工忙得不能按时吃饭，我总想工
作之外还能为他们再做点儿什么。四川人不
是都爱吃回锅肉嘛，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为他
们做顿午饭。计划虽丰满，可现实很骨感，对
我这个从没炒过菜的粗人来说，着实是很艰难
的挑战。为了炒好回锅肉，那段时间，我承包
了周末全家人的三餐，在爱人的协助下学会了

挑选五花肉和配料，先看烹饪视频，再参考烹
饪说明，开始“大厨”训练。少盐的、多盐的、
三回锅的、有点糊的，一家人两天吃了 4 顿回
锅肉，最后一次终于得到了全家的认可，孩子
们争着给回锅肉取名字：“黄大厨”的回锅肉。

再到网点，辅导结束，我便将阵地转到厨
房，一大盆回锅肉，一锅素菜汤，简单快捷的家
常菜，荤素搭配，网点员工对我的厨艺赞不绝
口。他们在群里晒照炫耀的同时，还不忘骄傲
地补一句“谁叫你们不把业务做好”。一来二
往，在我督导的网点中，慢慢流传起“中邮保
险业务发展得好，就能吃到‘黄大厨’的回锅
肉”。虽是大家的一句玩笑话，但每回听到心
里还是不免窃喜，因为这是网点员工对我工作
的认可。

3 天打破 4 人网点困局

2016 年，我负责督导广安市邮政分公司
的网点，当时受外出务工经济和分红保险收益
不确定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只有 4 位员工的网
点，人手紧缺，加上每年轮岗，造成新人对业务
不熟，业务发展遇到困难。为了重塑网点员工
信心，我决定以条件较差、业绩靠后的鱼峰乡
邮政营业所作为突破口。

鱼峰乡是还没有县城直通客运班车的偏
远乡镇，4 月的一天 7 点，我从岳池县城出发，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颠簸，10 点到达鱼峰乡。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两三家店铺开门，十
分冷清。接下来 3 天，我与网点员工同吃住同
上班，带头外拓，跟他们拉家常、聊经历、谈理
想、说发展、分析网点情况，赶集日还主动承
担大堂经理工作。此外，我还整合网点人力资
源，鼓励安保、投递员积极参与网点发展，根据
每个人的特点，对网点人员进行分工，将口才
好的定为保险主销人员，将群众基础好的定为

客户邀约人员，将微笑最甜的定为大堂分流引
导人员，同时制定适合网点情况的外拓展业方
法、电话营销方法、客户维护方法等。

3 天后，在我的督导帮扶下，鱼峰乡营业
所员工重拾了发展中邮保险业务的信心，开口
率和销售热情大增。当周，该网点实现中邮保
险业务破零，当月业绩排名岳池县邮政分公司
第一。自此，鱼峰乡营业所扭转了中邮保险发
展困境，2016 年销售额排名岳池县分公司第
3，成为中邮保险发展榜样，“鱼峰经验”也被
总结成 4 人网点中邮保险发展模板，在广安市
分公司推广，为其顺利实现全年目标打了一剂

“强心针”。

创新方法促发展

去年，四川省邮政分公司大力推进中邮期
交“双百亿工程”，我负责督导成都市分公司、
广安市分公司推广某款期交产品。受市场同
类产品竞争影响，业务启动之初，迟迟难见热
销景象，为了解决业务发展瓶颈，通过实地调
研、观察网点销售过程、调查客户需求等，我和
同事开发了针对该款产品的综合营销模板，将
该款产品优势与邮政储蓄存款、协议存款等金
融产品优势有机结合，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得到了网点员工的认
可和支持，在随后的 20 多天里，我走访了广安
市分公司 80 多个网点，现场演示营销模板，规
范营销话术。实用的综合营销模板得到迅速
推广，促成广安市分公司在一季度就完成了全
年目标任务，此后该方法在成都市分公司推
广，使该分公司提前 3 个月实现全年目标。

常听别人说工作也会有“七年之痒”，可在
中邮保险的这些年，我不仅没有厌倦，反而更
加热爱工作，热爱和基层员工在一起的日子。
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继续逐梦前行。

吴芳侠：走访是发展的利器
□本报通讯员  常冠林

“‘困在家里万事难，走出家门天地宽，开好早会
找客户，扎实拜访就获客’，市场竞争虽然激烈，但只
要我们真下功夫，就一定能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9
月 1 日，安徽省蒙城县淮北路邮政营业所主任吴芳
侠在开晨会时这样对网点员工说。

吴芳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自 2008 年
参加工作以来，她说自己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走访，
从有限的市场中寻找无限的商机。“小姑娘不仅细
心，而且服务还好，虽然你们网点不大位置还有点儿
偏，但你们的热情打动了我，我宁可绕远也要来你们
这儿。”住在县城区的范德荣奶奶办好业务后夸赞
吴芳侠道。“邮政服务周到，你们没有因为我们有了
补偿款才给我们好的服务，平时也经常到我们那儿
走访，这么好的服务哪儿能不来呢。”建明村党支部
书记王涛接着范奶奶说。

“业务干不好，不能只找客观原因，更要找自身
为什么没干好。”吴芳侠说，“我们平时习惯了从外
部找干不好的原因，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其实，很多
时候我们的自身原因才是干不好的根本。”她每天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路上走访那些顺路的客户，和客
户混个脸熟，让客户感受到她的存在；到网点后，召
开晨会，分析前一天营业情况，总结不足，安排当天
工作，明确每个人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接着针对即
将到期和已经到期的客户做好电访和跟踪走访，对
流失客户立即进行上门沟通。截至 8 月底，淮北路
营业所本年新增金融资产 1.47 亿元，新增储蓄余额
8146 万元，销售理财产品 6536 万元，3 项指标均居
亳州市邮政分公司第 1。

“徐大哥，这款理财产品非常适合您，预期收益
率比较好，而且支取也很灵活。还有这款三年期理
财产品也非常适合您，您也可以考虑一下。”8 月 15
日，吴芳侠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徐张建介绍道。建明
村的徐张建刚获得 77 万元土地补偿款，前期，吴芳
侠了解到徐张建除留下 17 万元作为日常使用和应
急外，其余 60 万元短期内不会使用，于是根据其需
求，推荐了以上两款理财产品，专业的服务让徐张建
非常满意，他当即决定购买。

“当时在开发建明村客户时，我也经常碰壁，吃
‘闭门羹’是家常便饭。”吴芳侠笑着说。建明村位
于城乡接合处，根据政府规划，村民都获得了土地
补偿款，为此各大金融机构人员都想分一杯羹，吴
芳侠当然也是其中一位。可面对各大金融机构的

“狂轰滥炸”，村民们渐渐产生了抵触心理。面对一
次次的“闭门羹”，吴芳侠没被打倒，为尽快打开局
面，她放下“面子”，想办法接触当地有名望的人。
短短几个月，她不但摸清了村民的基本情况，而且
总结了深入走访的“三步工作法”：建立人际关系，
打消客户戒备，取得客户的支持与配合；获得充分
信任，反复登门，以诚感人，每个村吴芳侠都走访了
6 趟以上；开展贴心服务，夏天村民四五点就外出
干活，为了能够了解客户信息，她每天 4 点多就到
村里走访。热心细致的服务让越来越多的村民选
择了邮政，淮北路营业所先后收获建明村、李前寨
村土地补偿款 2500 余万元。

金融市场环境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服务范
围内没有社区和居委会、没有大中型企业、商城和店
铺，服务人口也不多，只有两三万人，这让近年来位
于城乡接合部的淮北路营业所的发展遇到了难题。

“地理位置上没有优势，也没有大客户，如何实现跨
越式发展确实是一个问题。”吴芳侠说。为此，她要
求每位员工找准定位、明确目标，提出要坚持做好市
场分析、客户走访、对手摸排和自我定位等工作，白
天带着营业员走村入户，晚上组织员工学习、推敲业
务产品和制度。同时，吴芳侠先后健全了各项规章
制度，制定了民主监督等措施，明确了发展目标，以
制度约束人，以目标鼓舞人，并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凝聚人心士气，确保员工“思想过硬、业务精通、
纪律严明”。“网点的战斗力源于集体的团结，管理
者的职责就是处事公平、公正、公开，既然来到了这
里，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就要对得起大家。”吴芳
侠说。

此外，吴芳侠还调整了各项业务激励措施，真正
做到“干和不干、干好干坏就是不一样”，极大调动了
员工的积极性，让每位员工多劳就能多得。通过不
懈努力，截至 8 月底，淮北路营业所余额规模达 2.8
亿元，较去年 8 月她刚来时净增 1.27 亿元。

郭子琛：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世界
□天津记者  王玥  文 / 图

“只有夯实业务基础才能为
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只有为客户
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才能让邮储银
行在市场中拥有良好的形象，只
有在市场中拥有良好的形象才能
让业务持续蓬勃发展。”这是邮
储银行天津分行静海区支行零售
信贷部信贷客户经理郭子琛常挂
在嘴边的话。今年获得了邮储银
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他也正是
用这句话诠释了自己的青春路、
邮储梦。

勤奋学习收获客户

2013 年 1 月，郭子琛来到静
海区支行零售信贷部，那时，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他信心十足，一到
工作岗位便立马开展营销工作，
每天带着宣传单去“扫街”开发
业务，想要闯出一番天地。可是
走访了好一段时间，他却一点儿
收获没有。

一次，郭子琛在走访一家工
厂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家企业有
贷款需求，他满心欢喜以为机会
终于来了。企业负责人王先生问：

“小伙子，你们行的贷款最长能贷
几年？都需要哪些具体材料？与
其他银行的贷款产品相比有什
么优势？”面对客户一连串的问
题，郭子琛一下就懵了，他立即给
行里的老信贷员打电话询问。当
回复完客户的问题后，王先生说：

“小伙子，你是新人吧，这些基本
的业务知识你咋还需要问人呢？
信贷业务是复杂业务，这样的话
我可不放心把业务交给你。”郭子
琛满满的自信心就这样被客户的
话“浇灭”了。失望过后，郭子琛
冷静下来，分析没有成功的原因
是专业水平不够。“客户一问到
业务的具体情况，我总是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客户当然会对我的
专业程度产生怀疑，也就不敢轻
易将业务交给我了。”郭子琛说。

发现问题的根源后，郭子琛
转变了重心，不再一味出去跑市
场，而是立即制定学习计划。白
天，他和经验丰富的老信贷员一
起积累实践经验，晚上努力学习
业务知识，书籍加起来有半米高，
每天的工作学习时间加起来超过
12 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通
过一个月的高强度学习，郭子琛
终于成功收获了自己工作以来的

第一位客户。当时客户只是有贷
款需求，抵押物工业厂房正在办
理房产证，他就帮客户了解办理
房产证的手续，前后跑了不知道
多少次，两个月后，客户终于取得
了抵押物房产证，随后，他立刻着
手为客户办理贷款业务，仅半个
月便为客户放款 1300 万元，保证
了客户的用款时间，收获了客户
的认可。而当事后客户知道自己
是郭子琛的第一位客户时，更是
惊讶得不得了。郭子琛说：“只要
客户满意，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大学时，郭子琛是班长，组
织过多场集体活动，他便利用经
验丰富的优势，在静海区支行零
售信贷部组织起了业务知识竞
赛，使信贷员间形成了“比学赶
帮超”的氛围，促使团队共同进
步。去年，天津分行开展优秀小
企业信贷员评选活动，此次评选
有 6 个名额，静海区支行的 4 名
小企业信贷员中有 3 人当选。此
外，去年静海区支行还被邮储银
行评为“2017 年度小微金融发
展标杆行”。

敏锐嗅觉提升业绩

郭子琛是个地道的北方汉
子，但在粗犷的外表下，他有一
颗细腻的心。“没有客户，我们
的基本功再扎实也没用，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所以我们一定要敏
锐‘嗅’到客户需求。”郭子琛说。
就是靠着细心、热心、责任心，他
在工作中披荆斩棘，收获了一个
又一个信任，与客户均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

在服务自己的第一位客户王
先生时，在与其闲聊中，郭子琛
得知同时还有两家企业在办理工
业厂房房产证。敏锐的他当时便
询问王先生是否认识另外两家企
业的负责人，是否知晓这两家企
业有无贷款需求。由于对郭子琛
的服务十分满意，热心的王先生
当即便允诺帮他联系另外两家企
业，并主动带他上门走访。果然，
有一家企业有贷款需求，在郭子
琛的细心营销下，该企业与静海
区支行达成合作意向，一个月后
成功为其放款 880 万元。

去年，郭子琛在调查一家企
业的贷款用途的时候，发现该企
业受托支付的上游企业是当地的
一家企业，敏锐的他觉得这可能
又是一个“商机”。于是，在贷款

发放后进行首期贷后检查时，上
游企业要开立增值税发票，借着
这个机会，郭子琛和借款企业会
计说：“我开车带您去上游企业拿
发票吧。”一路上，郭子琛想的都
是怎样才能让上游企业对邮储银
行产生好感，怎样才能让客户与
邮储银行合作。到了上游企业后，
通过借款企业会计的介绍，郭子
琛认识了该企业的财务人员，他
没有着急推销产品，而是先和财
务人员拉起了家常，渐渐熟络后
才聊起了企业的情况。当时该企
业在其他金融机构有贷款业务，
但客户对其每年一次的倒贷款重
新出抵押进抵押不是很满意。倒
贷时间长，且需要一次性归还贷
款，每次在贷款到期前 1 个多月
就要控制付货款，再加上倒贷款
要 1 个月的时间，致使客户贷款
的使用率不足，影响了企业的正
常经营活动，郭子琛默默地记住
了这些情况，并与上游企业财务
人员互留了联系方式。随后，在
上游企业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到期前 1 个月，郭子琛又一次来
到这家上游企业走访，向企业负
责人推荐了邮储银行的贷款产
品，并向其介绍了该产品一次性
授信 5 年，额度内可循环支取，支
用还款方便，额度内不用出抵押
进抵押，还可以分笔还款支用的

特点。听到这款产品不会对企业
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该企
业负责人立刻产生了兴趣，对郭
子琛说：“这样，你先帮我审批一
下试试，我看看你们的工作效率
怎么样，如果真能像你说的，我当
然愿意和邮储银行合作。”看到有
合作希望的郭子琛随后积极为该
企业服务，只用了 16 天的时间，
就为其发放了 468 万元的贷款资
金。拿到贷款后，该企业负责人
惊讶地说：“你们邮储银行真是神
速啊，这是‘邮储速度’啊。”

为了保证让客户第一时间拿
到贷款，郭子琛常常以单位为家，
就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有
时，他一天能跑上百公里路，忙得
连饭都吃不上，晚上还要加班写
报告。“将太阳留给客户，将星星
和月亮留给自己，助力万千小微
企业发展，这是我们邮储人的责
任。”郭子琛说。

严控风险健康发展

信贷员是离风险最近的人，
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
线。郭子琛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不
忘“风险”这根弦，为了提高风险
防控能力，他平时注意积累知识，
并向老信贷人员学习经验，不断
提高自身水平和能力；发展业务
时对客户多方面了解，结合相关

制度对客户进行深入调查，多方
面交叉验证信息。郭子琛会通过
各种渠道、动用各种关系了解企
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实际控制人
的自身素质，核实客户人品、道
德、信用状况、家庭情况及经营方
面信息，他会通过和客户、企业财
务人员及普通员工聊天的方式，
对客户经营的相关信息进行交叉
验证，通过判断了解到最真实的
客户经营信息，对客户进行最准
确的判断。

2015 年，静海区一家小企业
客户申请贷款，当时该企业提供
的经营情况材料比较正常，并没
有发现异常。但在调查过程中，
郭子琛发现该企业经营年限为 3
年，这与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中
资产规模与企业资本积累过程不
相符。这个问题引起了郭子琛的
注意，离开企业后，他通过其他渠
道又详细深入调查了解了该企业
的情况，发现其存在着大量的隐
形负债，便拒绝了这笔贷款。半
年后，该企业由于未能偿还民间
融资倒闭了。

从事信贷工作的 5 年里，郭
子琛为邮储银行的资产质量保驾
护航，拒绝了多笔风险贷款，并严
格按照制度要求频次和标准对客
户进行贷后检查，对名下管户严
格把关，没有产生过不良贷款。

走访中，郭子琛为有意向的客户介绍邮储银行的贷款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