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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姐姐姐姐，，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念你！”！”通过电脑通过电脑
屏幕和摄像头屏幕和摄像头，，雨山县高田完全小学雨山县高田完全小学
99 岁的肖龙第一次和远在广州打工的岁的肖龙第一次和远在广州打工的
姐姐视频聊天姐姐视频聊天，，激动不已激动不已。。在湖南雨在湖南雨
山县山县，，由广发希望慈善基金出资捐建由广发希望慈善基金出资捐建
的的““快乐亲情屋快乐亲情屋””前不久开放前不久开放，，让在让在
学校读书的留守儿童和远在外地工作学校读书的留守儿童和远在外地工作
的亲人视频连线的亲人视频连线，，一解思亲之愁一解思亲之愁。。

在 约在 约 2020 平 方 米 的平 方 米 的 ““ 快 乐 亲 情快 乐 亲 情
屋屋””内摆放着内摆放着 33 台电脑台电脑，，每台电脑配每台电脑配
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当老师告诉肖龙可以通当老师告诉肖龙可以通
过电脑与姐姐聊天时过电脑与姐姐聊天时，，稚气的肖龙还稚气的肖龙还
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在电脑前在电脑前，，老师打开了学老师打开了学
校统一的校统一的 QQQQ，，并添加了肖龙姐姐的并添加了肖龙姐姐的
QQQQ 号码号码，，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肖龙的姐姐肖龙的姐姐
上线了上线了，，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她的头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她的头
像像。“。“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一看到姐姐一看到姐姐，，肖肖
龙当即兴奋起来龙当即兴奋起来。。

原来肖龙快一年没见到因家境困原来肖龙快一年没见到因家境困
难而外出谋生的姐姐和妈妈了难而外出谋生的姐姐和妈妈了。“。“姐姐
姐姐，，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里的姐姐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里的姐姐，，
肖龙热泪盈眶地问道肖龙热泪盈眶地问道。“。“我和妈妈春我和妈妈春
节回来看你节回来看你。”。”肖龙的姐姐说肖龙的姐姐说，“，“你在你在
家要听话家要听话，，好好照顾爷爷奶奶好好照顾爷爷奶奶，，好好好好
读书读书。”“。”“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的，，你们一定要回你们一定要回
来看我啊来看我啊！”！”肖龙一个劲地点头肖龙一个劲地点头。。虽虽
然只是短短然只是短短 55 分钟的视频通话分钟的视频通话，，肖龙肖龙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更期盼着春节的到来更期盼着春节的到来。。

据了解据了解，，像肖龙这样的留守儿像肖龙这样的留守儿
童童，，高田完全小学里就有高田完全小学里就有 200200 人人，，占占
全校总人数的全校总人数的 6060%%。。这些留守孩子这些留守孩子
绝大部分都跟随年迈的祖父母生活绝大部分都跟随年迈的祖父母生活，，

一年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见到父母一年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见到父母。。留留
守儿童缺乏与远方父母联系沟通守儿童缺乏与远方父母联系沟通，，是是
湖南邵阳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湖南邵阳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为
此此，，从今年起从今年起，，广发希望慈善基金在广发希望慈善基金在
当地开展了新的援助项目当地开展了新的援助项目，，出资给学出资给学
校购买电脑校购买电脑、、网络等设备网络等设备，，让孩子和让孩子和
父母实现远程交流父母实现远程交流。。目前目前，，雨山县高雨山县高
田完全小学田完全小学、、城步县西岩镇中心小学城步县西岩镇中心小学
等等 22 所学校作为该项目试点所学校作为该项目试点，，建立了建立了

““快乐亲情屋快乐亲情屋”。”。
此次活动是广发希望慈善基金集此次活动是广发希望慈善基金集

结结““爱心大使爱心大使””影视明星及志愿者代影视明星及志愿者代
表们表们，，一同赴湖南省邵阳市的雨山一同赴湖南省邵阳市的雨山
县县、、城步县城步县，，开展第六届慈善中国行开展第六届慈善中国行
活动活动，，为当地贫困学生送去关心与慰为当地贫困学生送去关心与慰
问问，，并捐款并捐款 200200 万元万元。。该款项用于资该款项用于资
助当地约助当地约 600600 名贫困学生名贫困学生，，建造建造 2525
所爱心厨房所爱心厨房，，快乐亲情屋快乐亲情屋 22 间间，，购置购置
课桌椅课桌椅 720720套套。。

参与本次慈善行活动的志愿者参与本次慈善行活动的志愿者
们们，，还探访了当地还探访了当地 1010 户特困家庭的户特困家庭的
孩子孩子，，不仅给他们送去慰问金不仅给他们送去慰问金，，被被
子子、、油油、、米等物资米等物资，，还关注他们的生还关注他们的生
活状况活状况，，给予援助给予援助。。

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市场部总监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市场部总监
陈淑仪表示陈淑仪表示，，本次湖南慈善行活动本次湖南慈善行活动，，
不单是物资上的资助不单是物资上的资助，，更多的是带领更多的是带领
志愿者们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志愿者们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与交流与交流，，给他们爱的关怀给他们爱的关怀，，更希望通更希望通
过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的平台过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的平台，，吸引广吸引广
大持卡人加入到公益行动的队伍中大持卡人加入到公益行动的队伍中，，
关注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关注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状况，，给给
予帮扶予帮扶，，送去温暖送去温暖。。

黑龙江省农信社客户黑龙江省农信社客户，，一卡一卡 （（折折）） 在手在手，，
就可以走遍全国通存通兑就可以走遍全国通存通兑；；

远在青海小城的客户在青海银行就可以买远在青海小城的客户在青海银行就可以买
其他银行的理财产品其他银行的理财产品；；

江苏蒙银村镇银行接入了现代化支付系江苏蒙银村镇银行接入了现代化支付系
统统，，享受便捷畅通的结算渠道⋯⋯享受便捷畅通的结算渠道⋯⋯

在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在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三四线城市和广三四线城市和广
大农村正在逐步享受到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大农村正在逐步享受到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同同
时时，，兴业银行打造的代理业务平台兴业银行打造的代理业务平台——银银平银银平
台为解决制约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结台为解决制约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结
算渠道不畅问题提供了一条低成本算渠道不畅问题提供了一条低成本、、便捷而有便捷而有
效的途径效的途径。。联网行只需较低的投入即可作为间联网行只需较低的投入即可作为间
接参与者身份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接参与者身份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为客户提为客户提
供快速供快速、、高效高效、、安全的跨行支付服务安全的跨行支付服务。。银银平银银平
台柜面互通连接网点已达台柜面互通连接网点已达 2560025600 个个，，通过这通过这
些节点些节点，，客户可以轻松连接全国客户可以轻松连接全国，，从孤岛走向从孤岛走向
宽阔的金融天地宽阔的金融天地。。

这萌发于一个朴素的合作理念这萌发于一个朴素的合作理念。。
当时当时，，作为全国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兴作为全国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兴

业银行业银行，，在完成更名与新一轮引资后在完成更名与新一轮引资后，，进一步进一步
加快了全国性服务网络布局加快了全国性服务网络布局。。然而然而，，兴业发兴业发
现现，，以自身力量形成与国有大型银行抗衡的网以自身力量形成与国有大型银行抗衡的网
点格局点格局，，是不现实的是不现实的。。而同时而同时，，广大中小银行广大中小银行

（（城商行城商行、、农信社农信社、、农商行农商行）） 在其所在地拥有在其所在地拥有
丰富的营业网点丰富的营业网点，，却缺少在异地的网络支撑却缺少在异地的网络支撑，，
难以满足客户异地服务需求难以满足客户异地服务需求。。

““于是我们想到是不是可以联合更多的银于是我们想到是不是可以联合更多的银
行来扩大服务网络行来扩大服务网络，，同时吸收他们结算资金同时吸收他们结算资金，，
为我所用为我所用，，这是我们最原始的想法这是我们最原始的想法。”。”兴业银兴业银
行同业业务部总经理郑新林介绍说行同业业务部总经理郑新林介绍说。。

由此由此，，20042004 年兴业银行提出年兴业银行提出““联网合联网合
作作、、互为代理互为代理””的银银平台发展构想的银银平台发展构想；；20072007
年年，，兴业银行在上海成立了银行合作服务中兴业银行在上海成立了银行合作服务中
心心，，专职负责银银合作的产品创新与业务推专职负责银银合作的产品创新与业务推
广广；；同年同年 1212 月月，，该行正式发布银银合作品牌该行正式发布银银合作品牌

““银银平台银银平台”，”，业务领域进一步扩展为涵盖支付业务领域进一步扩展为涵盖支付
结算结算、、财富管理财富管理、、科技管理服务输出科技管理服务输出、、融资服融资服
务务、、代理国际结算代理国际结算、、资本及资产负债结构优资本及资产负债结构优
化化、、资金运用资金运用、、培训交流等八大板块培训交流等八大板块，，产品和产品和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目前目前，，兴业银行兴业银行““银银平台银银平台””签约的合作签约的合作
银行客户已达银行客户已达 446446 家家，，柜面互通连接网点已突柜面互通连接网点已突
破破 2560025600 多个多个，，信息科技建设与托管合作银信息科技建设与托管合作银
行突破行突破 110110家家。。

普惠金融已成为全球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普惠金融已成为全球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金融业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金融业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

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普及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普及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推动慈善事业发推动慈善事业发

展展、、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资源促社会和谐公平金融资源促社会和谐公平

“快乐亲情屋”“快乐亲情屋”

20082008 年年，，为救助因汶川地震而为救助因汶川地震而
丧失希望的孩子们丧失希望的孩子们，，广发银行与青基广发银行与青基
会携手设立广发希望慈善基金会携手设立广发希望慈善基金，，同同
时时，，也发行了全国范围内首张慈善信也发行了全国范围内首张慈善信
用卡用卡——““广发希望卡广发希望卡”。”。广发银行广发银行
的这一创举的这一创举，，使持卡人的认捐更加简使持卡人的认捐更加简
单易行单易行，，让轻松做慈善成为可能让轻松做慈善成为可能。。

广发慈善基金在推进慈善基金创广发慈善基金在推进慈善基金创
新发展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新发展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如开通如开通
了网上银行捐赠了网上银行捐赠、、短信捐赠等多个便短信捐赠等多个便
捷的捐赠渠道捷的捐赠渠道，，创造性地将慈善事业创造性地将慈善事业
与金融业紧密结合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让持卡人将慈善让持卡人将慈善
纳入生活纳入生活。。广发希望卡或广发信用卡广发希望卡或广发信用卡
持卡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编写短信持卡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编写短信 LL 发发
送到送到 9550895508，，即可于申请次月为慈善即可于申请次月为慈善
基金捐赠基金捐赠 1010 元元；；也可通过拨打客户也可通过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服务电话 9550895508，，申请一次性捐赠申请一次性捐赠、、
每月定额捐赠或每月定额定项捐赠三每月定额捐赠或每月定额定项捐赠三
种方式向广发希望慈善基金捐款种方式向广发希望慈善基金捐款。。

广发银行广发银行““广发希望卡广发希望卡””此种利此种利

用金融平台凝聚大众公益力量的举用金融平台凝聚大众公益力量的举
动动，，在全国金融业尚属首创在全国金融业尚属首创。。

另外另外，，平时刷卡积累的积分也可平时刷卡积累的积分也可
以以 11 万分为单位向基金进行捐献万分为单位向基金进行捐献，，广广
发银行将按一定比例换算成捐赠款发银行将按一定比例换算成捐赠款。。
据了解据了解，，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的善款来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的善款来
源除了广发信用卡持卡人的捐赠之源除了广发信用卡持卡人的捐赠之
外外，，广发银行也会定期向基金捐赠款广发银行也会定期向基金捐赠款
项项。。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向媒体表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向媒体表
示示，，银行业是责任密集型行业银行业是责任密集型行业。。

作为一个社会的金融枢纽作为一个社会的金融枢纽，，在追在追
求利润的同时求利润的同时，，还要思考更多人的未还要思考更多人的未
来来。。银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拥有很多银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拥有很多
高素质的员工高素质的员工，，另一方面就是客户数另一方面就是客户数
量庞大量庞大，，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能够在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能够在一
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上发挥影响力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上发挥影响力，，
形成正面循环的良性效应形成正面循环的良性效应。。广发的志广发的志
愿者们足迹遍布云南愿者们足迹遍布云南、、广西广西、、甘肃甘肃、、
宁夏宁夏、、四川等地区四川等地区，，为山区的孩子送为山区的孩子送
去了爱心和希望去了爱心和希望。。

2008 年 成 立 以 来 ， 广 发 慈 善 基

金发行了全国范围内首张慈善信用卡

——“广发希望卡”。使持卡人的认捐

更加简单易行，让轻松做慈善成为可

能。开通了网上银行捐赠、短信捐赠

等多个便捷的捐赠渠道，创造性地将

慈善事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让持卡

人将慈善纳入生活。

截至 2013 年 9 月，广发希望慈善

基金已累计募集善款 3009 万元，共捐

赠善款 2065.4 万元。这些善款已资助

了 6177 个孩子，并通过希望厨房、抗

震希望教室、留守儿童亲情屋、希望

图书室等项目让超过 7万个孩子受益。

金融慈善新模式金融慈善新模式

在微博上晒账本，成为广发银行
保障慈善基金阳光运行的有效办法。

2012 年 11 月 26 日，广发希望慈
善基金在其官方微博“@广发慈善基
金”上公布基金善款募集及捐赠明
细，成为国内金融业第一家利用微博
平台主动公示善款账目的慈善基金。
在中国慈善业遭遇公信“滑铁卢”，
公众及媒体的疑问声不绝于耳的时
候，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率先提出“阳
光下做慈善”，主动向公众告知可通
过登录广发希望慈善基金官网及拨打
95508 查询，继续身体力行践行“阳
光下做慈善”的承诺。

广 发 银 行 董 事 长 董 建 岳 表 示 ，
“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的善款是由广发
信用卡持卡人的捐赠和广发银行自身
的捐赠组成。持卡人捐款后常常会
问：我捐了钱，那这些钱是用在哪里
了？这种疑问一直督促和鞭策着广发
希望慈善基金，加快基金透明化、阳
光化、规范化，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我认为是件好事，广发希望慈善

基金愿意通过透明化加强监督，推动
中 国 慈 善 业 进 入 一 个 更 规 范 的 时
代。”

与此同时，广发慈善基金的全部
落地活动的费用皆是由广发银行出
资，由银行承担慈善基金的主要运作
成本，以确保向基金捐款的全部爱心
善款都能够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孩
子。可以说，广发慈善基金是国内公
募基金中，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基金
之一。

据了解，自 2008 年广发希望慈
善基金成立至今，经过 6 年的努力，
慈善基金已经成为一个汇聚持卡人善
款的平台，汇聚社会各界人士爱心的
平台、汇聚商业伙伴的慈善力量的平
台。截至 2013年 9月，广发希望慈善
基金已累计募集善款 3009 万元，共
捐赠善款 2065.4万元。这些善款已资
助 了 6177 个 孩 子 ， 并 通 过 希 望 厨
房、抗震希望教室、留守儿童亲情
屋、希望图书室等项目让超过 7 万个
孩子受益。 （金曦）

“阳光”慈善基金

你 身 边 的你 身 边 的
普 惠 金 融普 惠 金 融

银银平台银银平台

让资本汇通天下让资本汇通天下

联结需与供

存贷汇业务本是银行基本功能存贷汇业务本是银行基本功能，，但村镇银但村镇银
行有营业执照行有营业执照，，但不具备现代银行结算功能但不具备现代银行结算功能。。
不能发行个人银联卡不能发行个人银联卡，，对吸存外来的款项困对吸存外来的款项困
难难。。没有网络平台没有网络平台，，没有储蓄网点没有储蓄网点，，像个孤像个孤
岛岛。。客户存的钱出不去客户存的钱出不去，，进不来进不来，，网络流动性网络流动性
不够不够，，起先存款都是靠面子起先存款都是靠面子，，大家给存一次两大家给存一次两
次是可以的次是可以的，，如果持续这种状况如果持续这种状况，，存款成为死存款成为死
钱钱，，无法流通无法流通，，客户终究会跑掉客户终究会跑掉。。银银平台改银银平台改
变了这一现状变了这一现状。。

近年来近年来，，银银平台为村镇银行所提供的整银银平台为村镇银行所提供的整
体服务方案体服务方案，，破解了村镇银行机构筹建破解了村镇银行机构筹建、、系统系统
建设建设、、合规管理合规管理、、支付结算等诸多难题支付结算等诸多难题，，目前目前
已有已有 100100多家村镇银行将核心系统交由兴业银多家村镇银行将核心系统交由兴业银
行建设行建设、、托管托管，，已有已有 120120 家村镇银行通过兴业家村镇银行通过兴业
银行代理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银行代理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解决了支付解决了支付

““孤岛孤岛””难题难题。。
目前兴业银行已与国内目前兴业银行已与国内 2020 家省级农村金家省级农村金

融机构签署银银平台合作协议融机构签署银银平台合作协议，，中小银行的广中小银行的广
大个人客户可以通过银银平台柜面互通大个人客户可以通过银银平台柜面互通 2560025600
多个联网网点多个联网网点，，连接全国连接全国。。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近年来近年来，，银银平台创新推出理银银平台创新推出理
财门户财门户，，面向广大合作银行终端客户提供综合面向广大合作银行终端客户提供综合
财富管理服务财富管理服务，，将兴业银行的产品优势与广大将兴业银行的产品优势与广大
合作银行的渠道和网点优势紧密结合合作银行的渠道和网点优势紧密结合。。

通过理财门户通过理财门户，，兴业银行可以送优秀金融兴业银行可以送优秀金融
产品下乡产品下乡，，丰富中小银行产品线丰富中小银行产品线，，使金融服务使金融服务
不发达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优质金融服务不发达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优质金融服务。。
正是有了理财门户正是有了理财门户，，家在青海一座小城市的李家在青海一座小城市的李
先生在青海银行营业网点就可以购买兴业银行先生在青海银行营业网点就可以购买兴业银行
的理财产品的理财产品，，从从 20072007 年至年至 20132013 年年 1010 月末月末，，
青海银行累计向其终端客户销售兴业银行理财青海银行累计向其终端客户销售兴业银行理财
产品产品 101101..4545 亿元亿元，，有效满足了当地客户财富有效满足了当地客户财富
管理需求管理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银银平台通过为农信社银银平台通过为农信社、、
村镇银行等提供科技管理输出村镇银行等提供科技管理输出、、代理支付代理支付、、系系
统外包统外包、、培训服务等支持培训服务等支持，，全面提升中小银行全面提升中小银行
科技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科技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服务于新农村服务于新农村
金融体系的建设金融体系的建设。。

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结构相对单一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结构相对单一，，规规模模
和盈利增长比较依赖传统存贷业务和盈利增长比较依赖传统存贷业务。。在利率市在利率市
场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场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兴业银行凭借雄兴业银行凭借雄
厚的资金资本实力厚的资金资本实力、、灵活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灵活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和卓越的资金营运能力和卓越的资金营运能力，，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
在扩大资金来源与增加资金运用渠道在扩大资金来源与增加资金运用渠道方面加方面加
强合作强合作，，能够为农村金融机构改善业务与盈能够为农村金融机构改善业务与盈
利结构提供帮助利结构提供帮助。。

银银平台打破了银行间竞争多于合作的传
统格局，通过自身先发优势帮助中小银行提升
经营管理现代化水平、丰富产品线、提高市场
竞争力，开创了共生共赢、共同发展的新
局面。

帮助竞争对手发展壮大，合作而不是对
抗，兴业银行创新推出了自己的经营哲学。
不破不立，兴业银行改变传统商业银行以企
业客户和个人客户为主的经营模式，将包括
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同业也作为
重要的客户群体开展营销和服务。“将管理、
科技、业务流程等作为可输出的产品，为各
类合作银行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既开拓了全新的业务领域，也是实现业务发
展模式和盈利模式转变的大胆尝试。”郑新

林说。
同时，银银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将兴业银

行层出不穷的创新金融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与银银平台实现联网的金融机构，如第三方存
管、贵金属交易、第三方支付等，受到了合作
银行的欢迎。

为了有效提升服务水平，保护客户信息安
全，兴业银行积极创新组织管理体制，兴业银
行在总行银行合作服务中心内嵌了信息科技团
队，负责银银平台产品研发、科技输出项目实
施和运行维护，有效提升了开发效率和服务水
平。此外，为了保障科技研发成果能够顺利转
化成为银银平台产品，并保持科技输出的先进
性，以及为银银平台提供强大技术支持后盾，
兴业银行还在总行信息科技部专门设置了银银

合作支持团队。
由于参与银银平台合作的都是银行类机

构，彼此之间难免存在网点、客户与业务的交
叉，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也使得银银平台的客
户信息、数据与兴业银行自身的客户信息能够
做到严格隔离，有效地保障客户信息安全，赢
得广大中小银行信任。

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理财门户网
站和手机客户端已成为兴业银行开展互联网金
融的重要载体。理财门户网站于 2011 年 8 月
上线，目前所含产品包括理财产品、基金、贵
金属、银证转账和快捷支付等服务。手机客户
端也已登陆 APP STORE 和安卓系统，通过
线下和线上渠道融合，兴业银行将开始新的创
新历程。 （李文）

破村镇银行难题

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