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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壹私行品牌宣传
■ 品牌简介

中国农业银行以国际战略眼光、
领时代之新，于 2010 年正式推出私
人银行业务，并于 2020 年发布私人
银行专属品牌——“壹私行”。“壹私
行”以农业银行强大实力为基石，始
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至诚相伴的
服务理念，以专业的投资理念，助力
私人银行客户的幸福事业，是私人
银行客户值得信赖的财富管理与传
承的专业伙伴。

■ 品牌荣誉

荣膺中国银行业协会评选“最佳
中国私人银行”“私人银行业务最佳风
险管理奖”“私人银行业务最佳创新业
务奖”；

荣膺第一财经·RFP中国评选“中
国十佳年度影响力品牌奖”；

荣膺香港《财资》评选中国区唯一
“最佳私人银行奖”、“最佳发展策略奖”；

荣膺《经济观察报》评选“值得托

付私人银行奖”。

■ 臻享之选
——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管家

家族信托
我行与优秀专业机构合作，通过

设立家族信托，帮助客户达到财富保
障和传承的目的，实现家族财富世代
传承。

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服务是我行面向私人银

行客户推出的投资顾问服务——根
据客户风险偏好和收益目标，出具资
产配置建议书，帮助客户实现财富保
值增值。

专属融资
我行为满足客户消费和经营融资

需求，推出私人银行客户专享融资服
务——尊享贷，贷款额度更高，利率更
优，手续便捷。

顾问咨询
我行遴选专家及合作平台，为客

户提供包括限售股解禁咨询、股权融

资咨询，以及法律、税务等咨询服务。
此外，我行私人银行客户还尊享

由我行财富顾问提供的财富管理、跨
境金融、增值服务、顾问咨询等全方位
的私人银行服务，以及7×24小时全
天候专线电话服务（4008895599）。

■ 用心之选
——私人银行客户的生活管家

私享健康
我行甄选国内优秀健康管理服务

机构，为客户免费提供全方位、高品
质、个性化、稀缺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含健康体检、专家预约等。

私享出行
我行为私人银行客户免费提供全

国主要城市机场贵宾厅、机场接送、酒
店预定、高端旅行等服务。

私享活动
我行为私人银行客户定制系列特

色专属活动，包括传承私行、财智私
行、星旅私行、健康私行、艺术私行、礼
遇私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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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壹私行财富管理团队

■ 主要业绩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壹私行
财富管理团队，始终秉承“以客户为
中心”至诚相伴的服务理念，通过搭
建家企一体化服务体系，为客户提
供涵盖财富管理、跨境金融、顾问咨
询、增值服务等多领域的服务，全方
位解决客户个人、家庭、企业的金融

及非金融需求。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农业银行珠海分行服务的私人
银行客户近 700 户，管理金融资产
规模近100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设有分
行壹私行财富管理中心、3家一级支
行（香洲、吉大、斗门）壹私行财富管
理中心、42 个理财中心，分布在香
洲、吉大、拱北、斗门、金鼎、南湾、金

湾、高栏港、横琴各个区域，管理贵
宾客户资产超过 300 亿元。财富管
理队伍主要由私人银行财富顾问和
个人客户经理团队组成，专业人
员近 300 人。队伍综合能力雄厚，
包含金融理财师、国际金融理财师、
金融理财管理师等。

■ 获奖情况

2021 年 获 广 东 省 农 行 壹 私 行
“私行业务中坚力量奖”；

2021 年 获 广 东 省 农 行 壹 私 行
“十大先锋人物”；

2021 年 获 广 东 省 农 行 壹 私 行
“优秀财富顾问”。

■ 经典案例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壹私行
财富管理团队，依托农银集团产品
服务平台，运用金融产品工具、非金
融服务、法律税务服务等多种产品
服务资源，以客户财富保值增值、保

障传承、风险隔离等需求为中心，借
助“1+1+N”服务模式，为客户制定
个性化的资产配置及家族信托综合
服务方案，解决客户资产保护、财富
管理以及个性化传承需求。目前，
家族信托业务的开展规模已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市场反响热烈，2021
年，我行新增家族信托管理规模已
超3亿元。

■ 推荐理由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壹私行
财富管理团队在财富管理道路上积
极探索、不断创新优化。

为客户提供以个人家企现金
管理、资产配置和家族信托为核心
的综合金融服务，以及法律/税务
咨询、健康关爱、便捷出行等特色
非金融增值服务，助力私人银行客
户的幸福事业，是私人银行客户值
得信赖的财富管理与传承的专业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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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壹私行财富管理团队

■ 主要业绩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壹
私行财富管理团队，始终秉承“至诚
如壹，至信于行”的服务理念，以客
户为中心，主动创新，综合运用各类
金融工具，为客户提供多领域的专
业服务，帮助客户实现财富保值增
值和家族财产传承。目前，斗门支

行壹私行财富管理团队服务贵宾客
户 2 万余户，其中私人银行客户近
百户，管理金融资产近20亿元。

■ 获奖情况

2022 年珠海农行“春天行动”零
售业务综合营销标兵支行；

2021 年珠海农行通报表扬班子；
2021 年珠海农行私行拓户先进

支行；
2021 年珠海农行个人存款突出

贡献奖；
2020 年 珠 海 农 行 先 进 基 层 党

组织。

■ 经典案例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壹
私行财富管理团队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家族财产传承顾问咨询服务，依
托农行集团产品服务平台，运用金
融工具产品、非金融服务、法律税务
服务等多种资源，以客户财富保障
传承、婚姻财产保护、财产风险隔
离、财产保值增值等需求为中心，借
助“1+1+N”服务模式，协助客户前
瞻性、全面性的规划家族财富，提供
综合解决方案，全方位满足客户需
求。斗门支行家族信托业务开展以
来市场反响较好，目前管理规模
已近2亿元。

■ 理财观点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壹
私行财富管理团队秉承“至诚如壹，
至信于行”的服务理念，竭诚为广大
客户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金融服
务，致力于成为斗门地区客户的财
富管理优质银行。

■ 推荐理由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斗门支行壹
私行财富管理团队是一支“求实创
新、勇争一流”的专业型财富管理
队伍。

团队成员拥有基金、保险、证
券、银行业从业资格证书、AFP金融
理财师执业资格及CFP国际金融理
财师执业资格，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覆盖财富管理、跨境金融、增值服
务、顾问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做值
得客户信赖的财富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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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南湾支行——壹私行财富管理团队

■ 主要业绩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南湾支行财
富管理团队目前管理贵宾客户超
1.4 万户，其中私人银行客户超百
户，管理金融资产近 15 亿元，拥有
夯实的客户基础和资产规模。多年
来，南湾支行财富管理团队秉持“脚
踏实地，拼搏争先”的工作作风，始
终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通过信贷、

存款、基金、保险、家族信托等金融
工具，切实解决客户融资、财富保
值增值等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全方位
满足客户需要，赢得广大客户高度
赞誉。

■ 获奖情况

2021 年度珠海农行“四好”班子；
2021 年“春天行动”综合营销竞

赛优胜团队；
2021 年“春天行动”私人银行扩

户提质先进支行；
2021 年度珠海分行保险营销先

进团队；
2021 年度支行个人非住房贷款

突出贡献奖；
2020 年度珠海分行第一届保险

业务精英赛冠军。

■ 经典案例

南湾支行某客户是我行私人银
行客户，2021 年，因为疫情反复，其
家族生意受到较大影响，多笔货款
无法按期收回，而此时公司急需周
转资金用于支付货款，否则将面临
工厂停产的困境。

我行在了解客户情况后，积极
履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迅速
成立专项小组，从走访客户企业
收集资料到发放普惠贷款仅用了
一周时间，及时解决了客户的燃
眉之急，真正做到急客户之所急，

客户对我行专业高效的服务高度
认可。

2021年底，客户公司资金回笼，
我行财富管理团队在了解到客户有
财富保障传承的需求后，迅速为客
户个性化制定了家族信托服务方
案，专业的服务赢得客户赞赏，客户
成功签约我行家族信托，有效解决
财富传承需求。

■ 推荐理由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南湾支行壹
私行财富管理团队是一支专业素质
过硬、擅长资产配置的专业型财富
管理队伍，团队成员拥有基金、保
险、证券、银行业从业资格证书、
AFP金融理财师执业资格及CFP国
际金融理财师执业资格。

团队依托农业银行这一强大
的平台资源，努力打造高净值客户
家企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广大
客户提供专业、高效、优质的综合财
富管理服务，用行动诠释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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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

今年3月 30日，中国农业银行公
布2021年度报告，其中披露该行数字
化转型成果突出，手机银行业务交出

“史上最佳”的优秀成绩。
截至2021年末，该行手机银行注

册用户超4亿户，月活用户超1.5亿户，
居同业第一。农行掌银从便利、专业的
角度出发，通过科技赋能金融，以行动
完美诠释了“大行德广，伴您成长”的品
牌理念。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
境，农行掌银取得这一成绩殊为不易。

做“接地气”的掌上银行

农业银行一半以上的客户分布
在县域乡村，立志成为服务乡村振兴
的领军银行是该行近年来的战略性目
标。对此，农行掌银推出“乡村版”，将
银行的触手摸到了田间地头。

“乡村版”紧扣县域乡村用户的日
常需求，以简约的风格和通俗易懂的
表述，向县域乡村客户量身定制惠农
专属的理财、保险和贷款产品，极具农
行特色。

“乡村版”的推出不仅“让普通的
农户看得懂、用得上”，也是让农行的
金融服务实现了进村入户，助力乡村
振兴建设，更是为“三农”插上科技的
翅膀。

做有“人情味”的掌上银行

针对银发客群，农业银行推出了
专属的“掌银大字版”，这个版本具有
超大字体、语音读屏、交互界面简单、
一键操作等多种无障碍功能，让老年
客户看得见，用得了。

据悉，农行已成为首批通过工业
和信息化部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建设
水平评测与认证，被授予“信息无障碍
标识”的银行。

为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农业
银行还推出了维语版和藏文版。上述
举措彰显农行掌银的殷殷之情，亦为
其赢得了客户的拳拳之心。

做“更专业”的掌上银行

市面常见的金融类APP，提供线
上购买存款、基金、理财、债券、保险、
贵金属、外汇已经是基础标配，但如何
让用户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资产和收支
情况则考验银行服务的专业度。

目前，农行掌银提供“资产负债视
图”“月度账单”和“收支”这三个功能，
能够将客户名下所有账户的资产和动
账信息可以汇总分析，客户能够清晰的
知道自己的资产状况，该功能体现了农
行掌银深厚的数据运用能力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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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消费帮扶爱心卡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为巩固
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在广东同业
与农行系统率先发行“消费帮扶爱心
卡”。此卡是广东农行开展消费帮扶
行动的又一创新探索，既能促进交易
市场健康长效发展，又能为全社会参
与消费帮扶提供可靠渠道。

“消费帮扶爱心卡”作为广大爱心
人士参与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
主要载体，兼具金融功能和帮扶元素，
是持卡人爱心帮扶的身份认证，也是
记录帮扶善举、见证点滴爱心的标志。

■ 专享四重礼

（一）五倍积分礼
即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持卡

人通过农业银行APP-信用卡-浓情相
伴，领取“爱心卡5倍积分”活动报名
券，活动期间内使用爱心卡消费，可获
得5倍农行信用卡积分，单客户每月奖
励积分上限为2万分。

（二）浓情新客礼
2022年二季度，持卡人在出卡后

两个自然月内，绑定微信并通过微信
支付交易满6笔，每笔消费满18元，即
有机会获得共计150元笔笔返现红包
礼券。领取路径：农业银行APP-信用

卡-浓情新客礼。
（三）微信首绑礼
即 日 起 至 2022

年 6月 30日，持卡人
在微信首次绑定广东
农行信用卡，绑卡当
日扫码进入活动页
面，使用该卡微信支
付0.1元，即可参与抽
取50元微信立减金。

（四）天天红包礼
即 日 起 至 2022

年 6月 30日，持卡人
扫码报名“浓情相伴
天天享红包”活动，通
过指定渠道单笔消费
满 18 元，随机返现，
最高返666元。 微信扫码领取

微信扫码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