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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怡：绽放在工行一线的铿锵玫瑰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陈明皓

创先争优的排头兵
李佳怡近10年来先后担任工行海口龙
华下路支行、
白坡支行、
亿圣和支行和国度
支行行长，凭借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
任感，
所任网点都能迅速打开局面，
跃入省
行营业部先进网点行列，
被传为佳话。
2006 年 6 月，李佳怡被聘为省行营业
部龙华下路支行行长。她内强素质，外塑
形象，针对网点市场环境和客户资源分布
情况，全面实施了“扫楼扫街”工程。在巩
固和提升网点区域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
率先提出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策
略，主动跳出网点区域参与市场竞争。在
她的努力下，支行各项业务取得了突破性
的发展，存款余额和中间业务收入逐年翻
番，经营绩效考核稳居前列。
2009 年 6 月，工作表现突出的李佳怡
被聘为白坡支行行长。白坡支行位置偏
僻、门面狭小，几年前就被确定为拟搬迁
网点，却因选址难而搁浅，业务发展也大
受影响。面对业务发展举步维艰的状况，
李佳怡与员工逐一谈心，带领员工迎难而
上，短短 3 个月，白坡支行业务停滞不前
的局面得以改变，季度考核排名从末位跃
升至前列，并连续 4 年稳居省行营业部前
列。2013 年 7 月，白坡支行迁址并更名为
亿圣和支行。她带领员工以此为契机，以
创建区域精品网点为目标，推动各项工作
再上新台阶，2014 年支行连续 4 个季度和
2015 年上半年综合考核均排名省行营业
部第一。

28 年的青春抛洒，28 年的
兢兢业业，现为中国工商银行
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国度支行
行长的李佳怡工作 28 年来，始
终坚守基层一线，以对工作的
无限热爱和对客户的无比热
诚，在平凡的岗位上了谱写了
一曲曲动人的奉献之歌。

团结向上的领头雁

2015 年 7 月，李佳怡被聘为国度支行
行长。仅 5 个月时间，考核排名多年在末
位徘徊的支行面貌焕然一新，当年就在省
行营业部网点综合考核中由末位跃升至
第一位,内控考评也由末位升到了首位。

在李佳怡所取得的业绩中，总是与真
诚和心血挂钩。
作为网点负责人，李佳怡视行为家，
视同事为亲人，处处以身作则带好团队。
在 2016 年度省行营业部考核评比中，只
有 8 人的国度支行独占鳌头，不仅获得了
年度先进集体（网点仅一个名额）和服务
工作先进单位两个团队奖项，还一举拿下
了 6 个个人奖项，员工获奖面超过 50%，
李佳怡个人更是独揽“特殊贡献奖”、
“营
销能手”和先进个人 3 个奖项。
在李佳怡的模范带动下，她所在的
团队创造了一个个佳绩，也收获了一份
份成功的喜悦：龙华下路支行 2006 年至
2008 年连续 3 年被评为省行营业部先进
集体，并多次被评为省行服务先进集体
和新员工实习先进单位；白坡支行（含亿
圣和支行）2009 年至 2014 年连续 6 年被省
行营业部评为先进集体，并先后 5 次被
评为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和内控工作先进
单位；国度支行 2015、2016 年连续两年被
评为省行营业部先进集体和服务工作先
进单位。
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李佳怡先后获
得“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海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
“全国金融服务能手”和总
行“巾帼岗位标兵”、
“优质服务标兵”、
“职
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并先后被海南省分行推选为总行“感动工
行”候选人和党的十九大党代表候选人。

服务客户的贴心人
工作无小事，服务靠细节。李佳怡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天，她像往常一样电话问候当天生
日的中高端客户，在打通客户林某电话
时，听到的却是对方痛苦的呻吟声。一
问，才知林某突发急病，老公出差岛外，孩
子又在外地读书。她一听，放下电话，安
排好工作，立即赶到林某家里，将她送到
医院，并垫款办理了住院手续，此后几天，
她天天前去看望，直到康复出院。
李佳怡在工作时总是留心观察客户，
全心全意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一天
中午，一位客户急冲冲地赶到支行大厅
ATM 机前，一边打着手机一边不停操作，
正在大堂值班的她听到客户说到“退税转
账”时，警觉使她立即冲上前去，提醒客户
“最近以退税为名的诈骗特别多，千万要
小心”。该客户满脸疑惑，经了解，原来客
户最近在海口西海岸买了一套房，刚才接
到“房管部门”的电话，说要退税 10 多万
元，须先在 ATM 机转 5000 元过去才能退
税。在她的及时提醒和耐心劝说下，该客
户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从而避免了账户
内二十多万元资金的损失。

省农信社传达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推进金融扶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汪慧）近日，
省农信社
党委书记、
理事长利光秘主持召开省联社
党委扩大会议，
传达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工作会议和省委“大研讨大行动”活动
总结交流暨理论研讨会精神，
研究部署进
一步推进农信系统扶贫攻坚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全省农信系统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精
神指引和行动指南。全省农信系统要扎
扎实实地抓好学习贯彻，认真结合落实
省第七次党代会、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全

省金融工作会议和本次扶贫工作会议精
神，结合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会议上
的讲话和省长沈晓明所作的工作部署，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担当，加
大脱贫攻坚推进力度，深入推进金融扶
贫攻坚提质增效。
会议要求，
全省农信系统要把大研讨
大行动理论成果迅速转化为扶贫攻坚深
入推进的具体行动。一要全面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扶贫会议精神及要求，
实现金融
扶贫攻坚再动员、
再部署、
再行动；
二要以
精细严实的作风，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一

工行智能客服服务量突破 1.7 亿笔
近年来，
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响应互联
网时代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
依托前
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了智能客服机器
人
“工小智”
，
客户通过短信、
融 e 联、
手机
银行、
微信银行等 15 个渠道向
“工小智”
提
出问题，
都能获得零等待的专业回复。自
去年上线以来，
“工小智”
累计服务量超过
1.7 亿笔，
日均服务量超 57 万笔，
有力地提
升了服务效率和水平。
据了解，
“ 工小智”
上线以来，
工商银
行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
优势，不断提升“工小智”的智能服务本
领。一是实现了对个人金融、
电子银行、
投资理财、
信用卡等业务知识的全覆盖，
智能问答知识总量超 1 万条。二是每天

通过“系统+人工”的手段对数十万条客
户交互日志开展分析，
通过电话外呼、
尾
随调研等方式征集客户意见，及时优化
交互设计，
并通过制作生动的图文知识，
帮助客户更好的解决问题。截至 2017 年
8 月底，
智能客服识别率为 96.8%，
达到业
内领先水平。三是探索增值服务，结合
不同用户使用场景推介产品，提供账户
查询、
充值缴费等一站式服务支持，
成立
小智粉丝群“芝士”，开展粉丝互动和专
属优惠活动。
下一步，
工商银行还将继续以互联网
时代的用户需求为导向，
不断推动智能技
术的创新应用，
加强智能客服服务能力建
设，
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户不落，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三要扎实
推进第四季度扶贫攻坚工作，
确保全年扶
贫攻坚 3 万户 3 亿元的信贷支持任务圆满
完成；
四是将扶贫、
扶智与扶志深度结合，
充分发挥一小通支农模式成功经验，
牢牢
抓住教育培训这一关键环节，
通过开展对
贫困户的教育培训，
增强贫困户诚信和自
立意识，提升其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切实
发挥金融扶贫长效作用。
会议最后强调，本次会议是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在重要时间
节点召开的一次会议。全省农信系统要

站在讲政治和讲大局的高度，切实增强
责任和使命意识，做到“三个一”：市县行
社第一时间抓好会议精神的传达落实，
省联社班子成员第一时间开展督导检
查，实现系统全覆盖；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市县行社书记、理（董）事长是本次会
议精神贯彻落实的主要责任人；对落实
本次会议工作精神不力的市县行社坚决
实行一票否决。全省农信系统要以“三
个一”为统领，促稳定，保安全，提质效，
谋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建行
“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