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建
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喜获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
号”荣誉，成为广东省金融业唯一获奖
机构。

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
行是一支由平均年龄只有32岁、朝气
蓬勃、充满凝聚力与战斗力的年轻人组
成的金融团队。2012年3月“扎根”横
琴，近年来，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分行围绕“跨境创新‘先行军’，产
融结合‘领头羊’”的发展定位，主动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粤澳深度合作区”
金融服务需求，持续深化跨境联动金融
创新力度，促进珠澳两地经济社会发
展，践行新金融理念，增进百姓民生福
祉，先后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广东省财贸金融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珠海市青年文明号”等多
项荣誉。

□本报记者 耿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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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合作区分行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勇当金融探路先锋奏响粤澳合鸣乐章勇当金融探路先锋奏响粤澳合鸣乐章

□本报记者 耿晓筠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建设银
行珠海市分行跨境金融中心总经理周
彤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她刚刚获得
了2022年度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这
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自2007年进入建设银行珠海市分
行以来，周彤一路兢兢业业、辛勤耕
耘。入行15年来，她先后7次在分行年
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并获得总行“国
际业务先进个人”、省行“先进个人”、分
行“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作为建设银
行珠海市分行跨境金融中心总经理、跨
境金融业务的领军者及“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核心骨干，周彤凭借着对
本职工作的热爱与激情，在平凡的金融
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

十年铸剑，锋芒绽放

周彤一入分行，便与国际业务结下了
“不解之缘”。从一名普通的结算柜员到
客户经理，从基层负责人到部门管理岗
位人员，周彤始终保持着对国际金融业
务的热忱，研究产品，善于总结、务实创
新、专业专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时
刻发挥着青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十五年磨一剑。如今，作为建设银
行珠海市分行国际业务的“领头雁”，周
彤已成为分行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面“旗

帜”。在她的带领下，珠海市分行不断
取得佳绩。

2021年，珠海市分行参与国际竞争
力考核，一举夺下系统内“珠三角排名
第一”“部门归属指标合计排名珠三角
分行第一名”的好成绩；建设银行珠海
市分行在跨境人民业务量成功实现459
亿元，业务量增速达到117%，业务量市
场占比创历史新高；同时，国际结算量
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增速达到
118%，外币存款余额4.85亿元，外币贷
款余额1.89亿美元。

攻坚克难，尽显担当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珠澳金融联动创新迈入
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用好琴澳
金融先行先试新政策？在建设银行“湾
区分行排头兵、珠澳合作标杆行”的目
标导向下，周彤带领团队坚持用新金融
手段，让粤港澳大湾区网络供应链“e信
通”保理资产跨境转让业务成功落地；
同时，努力促成重点企业投放跨境通业
务超亿元，跨境联动创效明显。为进一
步做大横琴资产转让通道规模，去年，
周彤领导团队累计利用自贸区通道办
理的福费廷资产转卖达到134笔，金额
约197亿元，笔数和金额增速远超上一
年，增幅分别达到644%、838%，实现历
史最高水平，让自贸区跨境资产转卖等

跨境业务呈现“飞跃式”增长。
由于国际业务时常需要对接海外

分行及海外客户，“24小时随时响应”已
成为周彤工作的常态。2020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全球各地陷入防疫物
资及医疗器械极度紧缺的境地。当年3
月，建设银行马来西亚子行受当地卫生
部门委托，向建行全系统发出紧急采购
呼吸机的求助信息。得知消息后，周彤
立刻行动，从寻找供应商，到撮合双方
需求，再到解决跨境结算、运输等问题，
5个小时、67通电话、462条微信记录，
周彤带领团队成员在最短的时间内与
供需双方及外管、海关等单位确定了最
终的撮合方案，10台呼吸机顺利乘专机
送达马来西亚。

锐意创新，躬耕乐道

“跨境业务知识扎实、业务能力突
出”是很多同事对周彤的一致评价。其
实，她还是一名“创新”能手。2020年
12月，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YONG帆
湾区创新工作室”被广东省财贸金融系
统总工会授予“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而周彤正是创新工作室的核心
骨干。多年来，周彤带领工作室成员一
直积极致力于打造以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
葡语系国家为特色的跨境金融创新品
牌，成绩突出。

自2017年以来，周彤带领的团队
在创新业务方面一直名列全省建行系
统前茅。去年，依靠总行线上渠道优
势，周彤带领团队实现了全国首笔信用
证池业务、全国首笔企业网银直联国内
证系统开证业务、全省首笔“关银一
KEY通 ——电子口岸+企业网银+单
一窗口”业务、全省首笔中银协跨行区
块链福费廷业务、全省首笔企业网银出
口商票融资业务等多个“首笔”业务“落
地”突破。同时，她与团队积极利用金
融资源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成功突
破全省首笔“内贸险保单融资”业务，成
功落地广东省首笔跨境区块链平台“出
口信保保单融资应用场景”业务，为“稳
外贸”贡献了建行金融力量。此外，还
成功为珠海一家智造企业投放5000万
美元贷款，成为全省“首笔”跨境外部银
团+“集团保”跨境放款业务，支持企业

“走出去”。在周彤和团队不断创新引
领下，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也成为落地
跨境新产品最多的省内分行之一。

手捧沉甸甸的荣誉，周彤激动地说：
“有一种事业，需要用青春和理想去打
拼；有一种追求，需要用劳动和汗水去锻
造；有一种目标，需要用智慧和坚持去达
成。这一切，我幸运地在建设银行珠海
市分行这个平台上找到了，我将一直乐
此不疲地追求、奋斗下去。”

绽放在金融一线的“铿锵玫瑰”
——记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跨境金融中心总经理周彤

坚持“关爱文化”，强化精神
文明建设。作为分行基层工会
组织，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分行紧紧围绕中心工
作，突出“党政所需、职工所急、
工会所能”，在维护职工权益中
谋实效，助力工会工作更加暖人
心、聚人心、强人心。目前，该分
行已建立起“职工小家”“青年之
家”等员工组织，营造温馨家园
氛围。同时，通过举办青年交
友联谊、职工户外拓展等活动，
凝聚人心。

坚持“工匠精神”，激活职工
创新活力。2017年，该分行在建
设银行广东省分行金融创新实践
基地的基础上，创立起“YOUNG
帆湾区创新工作室”，成为推动企
业发展的“孵化器”以及培养人才
的“练兵场”。同时，该分行通过
项目研讨、成果展示、学习交流等
各类手段，积极发挥劳模和工匠
人才“传帮带”作用，打造出一支
精业务、善创新、能攻坚的团队，
在账户、投资、跨境金融、居民服
务等多方面业务上取得了突破。
2020年，创新工作室被命名为“广
东财贸金融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

坚持“公益志愿”，践行大行

社会责任。近年来，建设银行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积极组
织、引导分行员工热心公益事业,
开展信用卡积分募捐、无偿献血、

“爱心送书”等活动，走进社区宣
传反假币等金融知识，与横琴普
法办合作设立“法律服务延伸工
作室”，积极走进农民工群体，组
织开展港湾活动，展示大爱风
采。至今，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分行“劳动者港湾”已接
待户外劳动者超10万人次，让劳
动者得到尊重和关爱的同时，也
让城市更有温度。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喜获
新殊荣，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分行负责人表示，站
在新起点，合作区分行将积极把
握新时代发展新机遇，与实体经
济同频共振，做好服务实体经济
的“深耕者”，争当服务民营企业
的“排头兵”，种好普惠金融的

“责任田”，争做创新服务的“领
头雁”，筑牢业务发展的“压舱
石 ”，勇当金融帮扶的“生力
军”，助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努力把

“总蓝图”转化为“实景图”，在
横琴这片沃土上，奏出更加昂
扬的发展乐章。

“三坚持”凝聚人心
谱写发展新篇章

目前，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分行共有 52 名员工，其中
过半是共产党员。这个以党员为
骨干的分行团队，始终坚持党建
引领，以党建聚人心、赋能高质量
发展。

党建引领强动力。近年来，建
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
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网点，先后建立
起“张富清党员突击队”“张富清金
融服务队”等，精心培养出了一支

“听党话、跟党走”的金融服务队
伍，在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与力量，
展现了建行人的职责担当和良好
形象。

党建手拉手，共建促发展。建
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以
党建共建为抓手，不断深化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政府及企事业单位
的合作共建，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和
创新实践聚焦社会民生，下沉金融

服务，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各项建设发展，扎实推进新金融
服务。目前，该分行已与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多个政府部门签订党建
共建协议，联合举办多场主题党日
及金融知识宣讲活动，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果。

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近
年来，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分行各项业务得到高质量发展，
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负债

业务逐步扩容上量，资产业务进一
步做大做强，为实现建设银行珠海
市分行“两个千亿”及横琴分行“两
个新百亿”目标、提升系统贡献度和
市场竞争力发挥了表率作用。截至
2021年年末，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分行一般性存款日均余额
102.06 亿 ，比 2019 年 年 末 增 长
32.26亿，增幅达46.19%；各项贷款
余额200.36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
长139.08亿元，增幅达226.95%。

“一引领”筑牢思想“根魂”赋能高质量发展

聚焦琴澳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哪里有重点工程建设，哪里就有建
设银行”，这是国家赋予建设银行的
历史使命。近十年来，建设银行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始终围绕“建
设”使命，将助力横琴发展作为首要
任务，深耕重点项目建设，协助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政府部门招商引资，
为横琴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注入
建行力量。目前，该分行累计开立对
公账户8000多户，为市政及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提供审价咨询，涉及造价
220亿元；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
企业及项目累计授信额度超1500亿
元，累计投放金额超500余亿元，先
后为横琴新家园、十字门会展中心、
横琴市政工程BT项目、横琴总部大

厦、中交汇通横琴广场、方达成大厦、
中国自贸信息港、国家食品安全创新
中心、横琴口岸、中星技术等多个横
琴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建设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

聚焦跨境创新，推动粤港澳合
作。作为连接港澳与内地的金融“桥
头堡”，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分行积极开展关于大湾区及合作
区的政策研究、产品研发、项目跟进、
境内外联动及成功经验推广等事宜，
在跨境创新方面屡有突破，先后实现
了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全国第
一批外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试点、
跨境人民币股权账户托管开立、跨境
发债、跨境电商、自贸区跨境双向人
民币资金池、粤澳合作基金托管、贸

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贸易投资便利
化试点、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应用等
多项首发，为横琴与港澳共同探索金
融支持经济发展提供“建行智慧”。
目前，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分行已累计与建行澳门分行、香港分
行、悉尼分行、台北分行等10家境外
分行办理联动类产品，各产品业务协
同联动金额累计超 350 亿元人民
币。成功办理全国首笔跨境金融资
源撮合业务，将撮合交易、区块链新
技术与贸易金融有效结合，推动金
融平台互联互通。

聚焦便利粤港澳居民金融服
务。建设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分行以服务粤港澳三地居民为切入
点，打造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新空间。

围绕财富管理、住房金融、创业融资
等关键环节，提供港澳居民便利化服
务。建设“创业者港湾”，通过上下协
同、内外联动和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为创新创业客群提供“金融+科
技+产业+教育”一站式服务，打造宜
居宜业的粤港澳创新创业生态圈、惠
民便民的政务合作服务平台、开放融
合的跨境金融创新基地、活力迸发的

“智造之光”创新工作室以及高效专
业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积极打造跨
境支付平台，实现外币消费结算功
能，跨境理财通、湾区账户通、跨境零
钱通等横琴“通”系列产品研发；打造
民生服务平台，协助政府完成社保、
公积金等业务持续优化升级，推动澳
门居民民生服务便利化。

“三聚焦”服务“双区”建设 勇担发展新使命

▲建行合作区分行工作人员走
进工地考察，了解企业项目开发情
况和工程建设进度。

◀建行合作区分行联合横琴财
政局共同开展“温暖有你，‘书’送梦
想”主题公益活动。

周彤

周彤带领团队不断突破创新，成功“落地”多项跨境创新业务。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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