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如一句名言：“世界
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在成都招行人来看，“因您
而变”不仅仅是一句广告
语，更是一种工作指导：始
终根据市场的发展动向和
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始终

站在客户的角度努力及时
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始终
朝着做“业内杰出服务与产
品研发的领跑者”的方向奋
进……也只有如此，才能保
持在线状态，不断开启新一
轮成长周期！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
用“变”见证成长

25岁，对一个人来讲，正值大好青春、逐梦奋进的年
华；对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来讲，也正是夯实基础、再谋新
篇的节点。

1994年11月19日，招商银行将西部地区首家直属分行
落户天府之国。25年来，在川机构从1个发展到53个，员工
队伍从几十人扩大至近2000人，资产、存款总额均超千亿
元，服务的个人客户已超过300万，企业客户达到5万户。

数字背后，是成都招行人秉持“因您而变”服务理念，
不断升级传统业务，努力拓展新业务的奋斗足迹。

25年来，招行成都分行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深化转型。
从2004年开启“一次转型”，不断提升“零售银行”品牌影响
力，到2009年实施“二次转型”，积极探索低资本消耗、高管
理效能的内涵式发展路径；从2014年来以“轻型银行”为方
向，以“一体两翼”为战略，以服务升级为路径，持续深化二
次转型，到把自己定位为一家“金融科技银行”，将科技变革
作为转型下半场的“核动力”。一路走来，招行成都分行主动
创新求变，自我革新，率先进入模式取胜的银行3.0时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5年后，站在新的起点，招商银
行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强说：“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将
坚守‘以客户为中心’的初心，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
为四川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招行力量。”

砥砺前行

25年来，中国经济金融
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然而，无论到哪个阶段，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立足服务
实体经济、以创新谋发展的
初衷始终没变。

为配合成都“东进”战略
总体规划，招行成都分行加
大对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和城
市群交通网络、公路通道、国
际物流贸易体系、信息网络
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018
年发放贷款余额75.96亿元。

随着四川自贸试验区的
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越来
越多企业将汇聚成都这片投资
热土，为此，招商银行成都分行
创新推出“票据自贸通”产品，
为在四川自贸区内的民营、小
微企业及其上下游关联方开辟
票据贴现绿色通道。此外，招商
银行成都分行还利用“无追保
理”产品出表的创新优势，成功
推动了“国药控股无追索权卖
方保理业务”“中国中铁联合保
理业务”“四川长虹银企直联付

款代理业务”落地。
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难以解决，招行
成都分行不断创新丰富金融产
品，采取利润回算补贴、设立专
项投放额度、借助大数据平台
等措施，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
行业、民生消费、公共事业等领
域的小微客户发展。截至2018
年末，招行成都分行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73.84亿元，其中零售
小微贷款余额66.74亿元，对公
小微贷款余额7.1亿元。

在招商银行2018年的年
报中，“金融科技”成为热频
词。过去，一卡通、一网通已
成为行业风向标；如今，面对
全球数字化金融进程，招商
银行再次积极抢位，全面开
启数字化转型。

在成都，每周三都是“吃
货们”的福利日，招行信用卡
掌上生活App的“五折饭票”
已深入人心。而招商银行App
则面向储蓄卡客户办理理
财、贷款、转账的业务，引入
生活缴费、便民服务等场景。
招行把这两个APP作为服务
客户、经营客户的主要平台，
初步实现了从卡片经营到
APP经营的转变。

针对停车、缴学费、办理
公积金等服务，招行成都分
行研发上线了三大智慧金融
产品：“智慧停车”，解决了车
主现金缴费的不便，车辆离

场通行时间从10秒缩短至不
足2秒；“稚荟生活”教育缴费
综合服务平台成功解决了缴
费体验差、家校沟通不畅两
大痛点，并消除了校方收费
效率低、对账难、票据打印费
时费力三大硬伤；“公积金智
慧终端”则助推个人公积金
自助服务升级，填补了成都
在银行办理个人公积金自助
服务的空白。

在智慧园区及智慧楼
宇，招行成都分行也将金融
与科技深度融合。在智慧园
区，企业可享受从银行开户、
支付结算、资金管理、贸易融
资、财富管理、上市IPO等各
环节和维度的一站式金融服
务和优惠政策。该行上门服
务，为园区员工及高管实施
费用减免，打造以“食、观、
游、耍、贷”为主题的专属权
益。此外，还通过在线企业租

金减免，举办员工俱乐部、精
英论坛及各种特色主题活动
日等形式，为各园区提供种
类繁多的品牌活动及运营方
案。今年5月，“科技新园，智
慧焕城”招商银行智慧园区
赋能合作正式起航，首批园
区包含天府软件园、国际生
物城、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
化园、菁蓉汇四家。

截至2019年10月末，招商
银行成都分行App用户284万，
月活用户数121万，App线上理
财渗透率近90%，活动、小程
序、成都专区、App新型支付、
两票、生活缴费、网点线上店
等9个场景月活近60万，同比
增长185.7%。网点线上店作为
招商银行App的新型产品，也
成为分行网点经营客户的抓
手之一，截至10月末，成都分
行已开通38家网点线上店，累
计粉丝近10万人。

着眼发展 立足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科技 赋予传统银行新动能

招商银行素有“零售之王”
的美誉，长时间的用户沉淀和卓
有成效的历次突破为其赢得了
良好口碑和广阔市场，而不惮自
我否定、创新的内生动力更让这
一基因延续。

在移动互联时代，一个手机
就能解决人们80%的金融需求。
为此，招行成都分行在App上打
造了线上“城市专区”，作为本地
化特色运营的阵地，让用户充分
享受到权益和差异化服务。自
2019年来，招行成都分行充分调
研成都本地特色，结合业务纬度
逐步搭建子专区（即专区中的小
专区），目前已完成代发专区、贷
款专区、车主专区、出国专区、新
人专区等5大子专区建设，即将
搭建便民服务专区（公积金+社
保功能为主）。专区搭建成功后，
专区整体访问量上升20%，用户
单月UV（独立访客数）破2万。

唯有脚踏实地做好小细节，

才会有大突破。
2018年，成都分行私人银行

成立了全国最大一单家族信托，
累计打款金额达8亿元，创全行
之最；2019年已成立11单，累计
金额超过5亿元，成为继北京、上
海、深圳之后，当年实现最大规
模增长的分行。

2018年，招行成都分行打造
了“世界签”品牌，囊括了149国
旅游、探亲及商务三大类的签证
服务，解决了人们签证办理流程
中“不安全、不便捷”的问题。据
悉，今年四季度该品牌还将进一
步迭代，产品入口、流程体验都
将更轻、更广。

2019年，招商银行成都分行
把“科技+服务”的理念渗入到网
点，高新支行、锦官城支行、清江
支行、顺城大街支行及泸州分行、
乐山分行均已完成网点3.0改造，
以模块化设计、先进智能设备配
置，打造最佳零售客户体验。

移动互联时代 深挖零售市场潜能

近十余年来，招商银行成都
分行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主动扛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大旗，
定点扶贫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始终坚守在精准扶贫第一线。截
至2018年末，分行累计向对口扶
贫县捐款163.44万元，捐建输变
电网和垃圾收集站项目累计价
值27万元，棉衣棉被200套，为
205人次的优秀学生、教师发放
了奖励金，前后共抽调17名业务
骨干深入藏区开展相关工作。

自2014对接甘孜州新龙县
的扶贫工作以来，招商银行成都
分行不断探寻帮助贫困农牧民
脱贫致富之路，为此确定了“把
握现在 着眼未来 扶贫先扶智”
的扶贫策略。在关爱留守儿童方
面，该行援建“留守儿童之家”，

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学习、娱乐、
生活环境 。在教育扶贫上，招行
不仅为学校捐赠书籍、教学设
备，同时还与四川省司法厅共同
打造了“格桑花·法伴我成长”润
育计划，每年有近100名学生获
得帮扶资金，10名优秀园丁获得
奖励。

2018年5月，分行员工为云
南省武定、永仁两县捐款捐物
14.37万元，“1+1结对子”新结对
子4人，续结对子38人；9月，开展

“招仁爱”石榴扶贫活动，向永仁
县购买1500余箱爱心石榴发放
给全行员工，助推当地特色经济
发展。从2000年至2018年，分行
员工累计捐款155.1万元，累计

“1+1结对子”帮助贫困学生302
人，派驻扶贫干部6人。

与爱同行 多维度践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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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实至名归的爆款最实至名归的爆款
一场接一场
门票都是迅速售罄

其实，绝大多数演出商都没有想
到，杨千嬅“My Beautiful Live”巡回演
唱会是2019年最实至名归的爆款。首站
广州海心沙近2万张门票迅速售罄，门
票按500元均价估算，票房收入将近
1000万元。第二站珠海是在体育场举
行，10分钟内，过万张门票被抢空，超过
两万张门票半小时内售完。

杨千嬅在广东地区的影响力不言而
喻，相对大的挑战，则是过到长江以北。

“My Beautiful Live”北京站4月8日预
售，同样迅速售罄。之后的杭州、南京、惠
州、大连等城市，都是容纳力过万人的大
型场馆，甚至有超过两万人的户外体育
场，也都爆满。而在南宁站，现场超3万
人，是截至目前整个巡演中观演人数最
高的一场。

11月16日晚的成都站，演唱会门票
也是一天不到就售罄。成都站结束后，
杨千嬅将前往加拿大、美国进行多场演
唱会，12月29日在天津的演唱会将是今
年的最后一场。“从3月30日广州全球首
演开始，8个月的时间将举行29场演唱
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2000年香港叱咤颁奖礼，杨千嬅捧
着梦想中的女歌手金奖哽咽地说出那

杨千嬅与成都艺高旗舰、香港艺能
创始人蔡健辉（右）父子合影

杨千嬅巡演年底前完成29场
场场都是场场都是““成成都造都造””

杨千嬅的成功案例让成都正在从一个音乐演艺的消费市场逐步转变为创制工厂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

始”，当《小城大事》熟悉的旋
律响起时，现场所有歌迷高
举印有这几个字的紫色横
幅，这让舞台上的杨千嬅红
了眼眶……11月16日晚，杨
千嬅“My Beautiful Live”巡
回演唱会在五粮液成都金融
城演艺中心举行。这是她首
次在成都举行个人演唱会，
亦是她全球巡演的第23场。

8个月的时间，杨千嬅从广
州出发，“My Beautiful Live”
所到之处一票难求，站站爆满，
南宁站更是超过三万人现场观
看。第23届“全球华语榜中榜”
颁给她的“最佳演出现场”，正
式对她出道24年首次世界巡演
进行了肯定。记者从大麦网、猫
眼演出等处获悉，“My Beau-
tiful Live”今年的巡演场次
将总计29场，这让杨千嬅将坐
上2019年华语乐坛年度演唱
会场次第一的宝座。

45岁的杨千嬅是如何
做到巡演29场的？杨千嬅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是感恩，她
认为不迟也不早，一切刚刚
好，并且可以在演唱会信心
满满地穿越自己，在不同的
年龄阶段，都能活出好样子。

更难能可贵的是，缔造这
个传奇的幕后演出机构是一家
来自成都的公司——成都艺高
旗舰。

“杨千嬅的成功案例，让成
都正在从一个音乐演艺的消费
市场，逐步转变为音乐演艺的创
制工厂，从引入者变为输出者。”
成都艺高旗舰老板、香港艺能创
始人蔡健辉告诉记者。杨千嬅的
巡演“My Beautiful Live”所
到之处一票难求，也是成都艺高
旗舰正式落户成都武侯区后打
造的第一个优质产品。

句：“我什么都没有，只是心口有个勇
字。”“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也成为她的slogan（口号）。入行24年，
人到中年已45岁，但是因为个性独
特、形象一直正面，她的歌也没有过
时。在抖音短视频平台，杨千嬅三字
话题有4.9亿次播放，“明知爱这种男
孩子”及相关话题播放过300万，杨千
嬅本人的版本包括陈奕迅翻唱版本
都在热搜行列。

年度第一背后的多个理由年度第一背后的多个理由
演出的小年里
她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24年的坚持，让这个倔强的女人
最终在2019年坐上华人演唱会场次第
一的位置。“这是杨千嬅出道24年第一
次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她的经典歌
曲太多了，积累了很多粉丝。而且从演
唱会制作层面来说，整体效果也是非
常用心，所以观众就很买账。”猫眼演
出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他透露，杨千嬅演唱会每站的
门票，基本上都是几分钟就售罄，非常
抢手。

对于杨千嬅能够成为年度第一，也
有业内人士觉得是因为今年是演唱会
的小年，没有太多大牌歌手举行演唱
会。“不能说是演唱会的小年，只能说是
演出的小年，毕竟演唱会是一年比一年
在增长。演唱会本身就是普通观众接受
度比较高的表演趋势，杨千嬅这么多年
的努力，大家都有看到。她的人设也是
充满正能量，所以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她
的第一次世界巡演，是愿意买单的。”大
麦网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5050场全球巡演场全球巡演““成都造成都造””
成都的乐观包容
很适合音乐人生长

在杨千嬅11月16日晚的成都演唱
会上，台下一位长者有些激动。他叫蔡
健辉，是香港艺能创始人，也是谭咏

麟、曾志伟、陈百祥、刘德华等人的好
朋友。作为成都艺高旗舰的老板，这是
蔡健辉首次将区域总部设置在香港以
外的城市。

“成都是第23场，到年底会有29
场。明年的巡演计划将从1月份到8月
份，预计能超过50场，观演人数有可能
过百万。”蔡健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们是杨千嬅全球巡演唯一授权
的主办机构，成都艺高旗舰也是此次
巡演中国内地区域的独家代理及主
办。这意味着，杨千嬅的50场全球巡演
都是‘成都造’。”

香港艺能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香
港最大的音乐演出制作公司，杨千嬅
的“My Beautiful Live”世界巡演也是
艺能工程落地成都一年半后，第一个
从成都制造走向世界的商业演出。“50
场全球巡演的广宣传播和品牌营销的
大部分创意、策略和执行都来自成
都。”蔡健辉坦言道，“杨千嬅的成功案
例，让成都正在从一个音乐演艺的消
费市场，逐步转变为音乐演艺的创制
工厂，从引入者变为输出者。”

蔡健辉认为，成都要建设“世界音
乐之都”，就要拿出核心竞争力和核心
价值力，让“成都造”走出去。

早在2012年，蔡健辉就和成都演
出商有过合作，把蔡依林的巡演发往
全国，效果特别好。更重要的是，成都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让蔡健辉下定决
心落户成都。在蔡健辉看来，成都这座
城市的乐观包容，很适合音乐人生长，
做出各式各样的精彩音乐。“未来一年
100场次、5年1000场次演唱会，从创
意、设计、效果到制作，都将在成都完
成。再从成都走向全国各地，实现成都
自创、自制、自产、自销，让‘成都造’演
出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希望通过全
产业生态呈现，即全域成都音乐化，全
产业链音乐化，全生产要素音乐化，打
造出属于成都音乐的世界地标。”蔡健
辉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
伟 实习生 易婧雯 摄影 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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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千嬅在演唱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