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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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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品牌文化报告》和大家见面了。《品牌文化报告》连续编辑了六年，从一个侧面记录了

工商银行品牌不断发展的脉络和进程，展示了品牌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和热点事件。本报告包括品牌形

象与传播、品牌营销与推广、品牌国际化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关键词：e-ICBC

2014 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一年。本行顺应潮流，积极创新，在成功推出“融 e 购”电

商平台基础上，持续发力，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构建了三大平台、三大产品线，及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体系，着力打造一个全新的 e-ICBC。本行策划推出了四款互联网金融产

品 APP，完成了系列互联网金融产品平面海报和企业形象电视广告，集中展示了 e-ICBC 互联网金融的

新形象。

关键词：品牌国际化

随着国际化战略的深入推进，本行已成为境外机构覆盖范围最广（41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资银行，

全球服务能力持续深化。本行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先

后成为新加坡、卢森堡、卡塔尔、加拿大、泰国的人民币清算行，通过策划并在部分国际机场、核心户

外商圈等投放了系列跨境人民币业务广告，形成跨境传播合力；修订了《集团企业形象管理手册》，各

境外机构品牌形象更加统一，“One ICBC”集团品牌形象日趋规范，影响力持续提升。

关键词：互联网营销推广

互联网金融时代，产品即营销。本行积极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调整资源配置结构，加大在

互联网领域的营销推广投入，并创新开展“社交式”、“联动式”、“精准式”营销，先后组织了工银 e 支

付、工银逸贷、工银账户类交易、融 e 购、金融 @ 家环保有我等重点互联网产品的营销推广，开展了

DISCOVERY 精准营销和百度关键词搜索优化等，在 2014 年互联网金融传播和营销中刻下鲜明的“工

行印记”。

关键词：文化为魂

文化是企业之魂，本行始终秉承“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以提供卓越金融服务为使命，坚持

“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的品牌定位，积极落实“调整结构、创新驱动、优化格局、深化改革、

提升服务、完善治理、人才兴行、文化引领”中期战略方针，保持了各项业务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健

康向上的 ICBC 品牌形象卓然屹立。

2014 年是本行积极创新、持续改革的一年，是品牌建设不断提升的一年。品牌文化报告只是沧海

一粟，瀚海浪花，折射了“新常态”下本行一年来的经营发展与品牌建设。2015 年，本行将积极适应

新形势，以务实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努力开创 ICBC 品牌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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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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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I 管理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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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行在“总行、境内机构、境外机构”三个层面强化了

集团 CI 管理工作。一是加强总行层面重大活动或事件的标

识使用及设计管理；二是进一步强化境内机构标识管理，特

别是新开业网点 CI 的日常管理；三是积极推动境外机构新版

CI 管理手册培训和标识的规范管理。

1  境内机构 CI 视觉形象

严格执行《集团企业形象管理手册》，规范新开业网点

CI 及“网点亮灯工程”管理。

1  北京分行东城支行营业部

2  大连分行西岗大同支行

3  北京分行珠市口支行营业部

4  大连分行庄河支行营业部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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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境内分行
网点标识

1

2

3

1  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营业部

2  广东佛山分行石湾支行营业部

3  广东分行营业部云山支行营业部

4  大连分行庄河新开路支行

5  大连分行中华东路支行

6  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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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CI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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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机构 CI 视觉形象

积极落实新版《集团企业形象管理手册（境外机构修订本）2013 版》

规范要求，境外 CI 进一步突出了 ICBC+ 行徽的核心形象，强化集团形象

的统领性。

各境外机构网点标识

1  工银欧洲

23  工银亚洲

4  工银莫斯科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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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新加坡分行

在美三家机构制定了《在

美机构标识使用指南》，

对 外 统 一 使 用 ICBC 名

称，并订制了系列办公及

宣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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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奥会主题形象广告

“韵舞青春  精彩工行”青奥会主题形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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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3  2014 南京青奥会标识及平面广告

作为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合作伙伴，本行专门制作了南京

2014 年青奥会合作伙伴组合标识以及主题形象平面广告和系列新

媒体广告，并在除赛会外的本行营业网点、大众媒体、展会以及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渠道进行了广泛传播，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工银 e支付青奥会业务形象广告 工银逸贷青奥会业务形象广告

本行与南京青奥会的组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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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集团形象南京青奥会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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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企业形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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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新版企业形象电视广告截屏

1

1  企业形象电视广告

本行以成长为主题，推出了新的企业形象广告

片，展现了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服务，表达了工商银行

与客户共同成长，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景。

电视广告文案

工商银行与您并肩前行

用智慧成就我们共同的梦想

构建全新的金融关系

拓展全新的世界

创造全新的生活

与您一起成长



20

2  年度企业简介片

本行以全新的手法，通过 MG 动画形式推出了新版企业简介片，并首

次推出微信和微博版本，进一步扩大了传播渠道。发布以来该简介片单月

网络点击观看量超过 55 万次，实现了品牌价值及形象传播的新突破。

2014 版年度企业简介片截屏



21

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22

03 业务品牌形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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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1  互联网金融品牌建设

2014 年，本行构建起由三大平台、三大产品线、线上线下一体化组

成的 e-ICBC 互联网金融品牌体系，确立了互联网金融服务整体品牌和系

列产品的命名体系和视觉规范，加强了全行 APP 命名和品牌形象管理，推

动了 e-ICBC 市场新形象和领先地位的尽快树立。

e-ICBC互联网金融产品架构

e-ICBC

智能网点 网上办卡

三大平台
融 e购

（B2B/B2C）
融 e联 融 e行

工银 e支付、线上
POS、手机银行、工

银 e缴费

工银逸贷、网贷通、
电商融资

工银 e投资、账户类
交易、e灵通

产品线 支付产品线 融资产品线 投资理财产品线

线上线下
一体化

工银 e校园 工银 e生活 工银 e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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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产品 APP标识

工银融 e购

工银 e投资

e-ICBC 品牌广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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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工银 e生活

工银融 e行 工银融 e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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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系列产品广告

1

2

4

6

7

8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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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1  工银 e投资

234  工银融 e联

5  工银融 e行

67  工银逸贷

8  线上 POS

9  工银融 e购

0  工银 e缴费

q  工银 e灵通

w  工银 e支付

9

0

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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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发布会
e-ICBC宣传片截图

3  互联网金融产品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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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互联网金融宣传片截图



30

2  各类重点业务品牌广告

1

3

2

4

个人业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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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1  个人综合积分

2  金融社保卡营销活动

3  银医服务

4  个人资产管理服务

5  个人资产自助质押贷款

6  柜台记账式债券

7  磁卡换“芯”片卡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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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业务广告

工银环球旅行信用卡电视广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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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超 1亿张主题平面广告 

工银牡丹卡平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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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跨境人民币广告

1  法国版

2  荷兰版

3  泰国版

4  香港版

5  英国版

6  俄罗斯版

2014 年，本行在原有跨境

人民币广告基础上，新设计了

18 款跨境人民币平面广告（适

用 18 个国家和地区）。广告画

面以所在国家或地区代表性场景

或事物为背景，尊重当地历史和

文化，展现了大气、美观、本地

化的广告特色，取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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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1  德国版

2  美国版

3  阿联酋版

4  土耳其版

5  新加坡版

6  加拿大版

新版跨境人民币广告

5

4

3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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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版

2  韩国版

3  卢森堡版

4  马来西亚版

5  澳大利亚版

6  新西兰版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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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贵金属业务平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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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业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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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自有及大众渠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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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台式折页架

2  落地式折页架、落地式公告牌

3  挂墙式电视媒体

4  柜台新媒体终端

5  落地式公告牌

1  自有传播渠道建设

传播载体和传播系统建设

本行网点营销传播系统是由营业网点内外部各类信息传

播载体及其管理系统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经过近几年全行

网点装修改造和传播系统建设，网点传播载体和传播形式更

加丰富。其中，网点电子媒体管理系统已经基本实现网点全

覆盖。2014 年正式下发了《网点电子媒体管理系统管理办

法》，在制度层面对系统进行了统一规范和管理，网点作为营

销传播阵地的效果更加明显，网点竞争力持续提升。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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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点建设

1  全息投影

2  网点外观

3  即时制卡机

4  互动桌面

5  透明展示柜

6  网点内景

1

2

智能银行主要是利用人机交互技术、数

字媒体技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让

金融服务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和生动。2014

年，本行北京、江苏、广东、深圳等分行智

能网点陆续开业，客户体验更加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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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3

4 5

6

北京分行西单智能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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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点建设

1  江苏分行新街口支行营业部智能网点

2  江苏分行新街口支行营业部智能网点

3  广东分行中山分行智能网点

4  广东分行营业部广百智能网点

5  深圳分行东环支行智能网点

6  深圳分行布吉支行营业部智能网点（产品领取机）

7  深圳分行智能网点（手持 PAD）

1

北京分行西单智能网点（自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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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3

4

2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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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众媒介渠道

机场廊桥广告

本行连续五年在国内重点城市机场投放廊桥广告，覆

盖受众逾 3.6 亿人次。加大业务品牌宣传力度，结合机场

人群及廊桥媒介特点，投放了工银理财、工银私人银行、

工银金行家、工银牡丹卡、工银小企业服务、工银跨境人

民币业务等六款广告画面。

工银小企业服务——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

工银金行家——云南丽江机场

工银私人银行——昆明长水机场

工银私人银行——香格里拉机场

工银跨境人民币业务——贵州龙洞堡机场

工银跨境人民币业务——西安咸阳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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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工银牡丹卡——宁波栎社机场

工银小企业服务——合肥新桥机场

工银跨境人民币业务——太原武宿机场

工银理财——济南遥墙机场

工银牡丹卡——沈阳桃仙机场

主品牌——北京首都机场

工银小企业服务——桂林两江机场

主品牌——石家庄正定机场

主品牌——大连周水子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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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灯箱广告

深圳地铁品牌墙

上海地铁数字媒体广告

地铁广告

本行根据各行投放计划与江苏分行青奥会媒体宣传需求，继续以总、分行合作模式在北京、

上海、深圳、南京组织地铁广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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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电视广告

本行连续在央视、凤凰卫视等平

台投放电视广告。精选了央视综合频道

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新闻 30 分》、

财经频道王牌栏目《经济信息联播》两

个热点栏目，投放了“融 e 购”、“成长

篇”、“互联网金融”、“环球旅行信用卡”

四支广告片。凤凰卫视投放了“成长

篇”、“互联网金融”两支广告片。

1  CCTV-1“互联网金融”主形象广告

2  CCTV-2“成长篇”主形象广告

3  CCTV-1“融 e购”主形象广告

4  CCTV-2 环球旅行信用卡广告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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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影城映前广告 万达影城 LCD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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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影广告

本行首次采用电影映前广告与影院线下“工银 e 支付 1

元买爆米花套餐”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贺岁档期宣传推

广活动，以广告投放直接促动业务营销，宣传了互联网金融、

工银环球旅行卡、融 e 购、工银 e 支付等热点业务和产品，

拓展了营销新模式。

1  万达影城 LCD广告

2  万达影城易拉宝广告

3  本行网点移动终端广告

4  万达影城爆米花桶身广告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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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媒体

1  广东分行营业部华南理工大学食堂墙身广告

2  河北分行正定国际机场包柱广告

3  河南分行 BRT公交车候车亭广告

4  广东分行营业部中山大学食堂墙身广告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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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1  江苏分行青奥会场内围栏广告

2  江西分行公交车体广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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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广告

在境内各主流报刊媒体投放

平面广告累计 132 版次，覆盖 30

多家全国性主流报刊媒体，累计触

达受众超过 3 亿人次，支持了包括

融 e 购、逸贷、工银 e 支付、账

户类交易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宣传

营销工作。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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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华夏时报

境内报刊报道及平面广告

中国城市金融



56

网络广告

在 7 大类 23 家网站投放广告，共获得 320 多亿次曝光和 8700 万次

点击，平均千次曝光成本 CPM 为 1.79 元，平均每点击成本 CPC 为 0.67

元（各行业网络广告的平均 CPM 参考范围 3~30 元和平均 CPC 参考范围

1~3 元），点击率达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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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品牌形象与传播第一章

在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网等 PCI 移动互联网站投放业务及

产品广告



58



59

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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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互联网金融品牌推广

本行组织开展了工银 e 支付、逸贷、

融 e 购、账户类交易等产品的宣传推广工

作 , 借助“双十一、双十二、圣诞、元旦”

四大节日的传播效应，综合运用游戏、动

画、趣味漫画、话题讨论等形式，使复杂的

互联网金融产品简单化、趣味化、话题化，

对业务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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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1  工银 e 支付营销活动

工银 e 支付“人脉挖宝”游戏活动 1 个多月时间直

接营销 e 支付客户数达到 15 万，活动参与量近 2000 万

人次，活动参与人数近 200 万人。该活动为本行发力大

数据营销及整个银行业开始探索社会化营销的一个标志

性事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人脉挖宝活动H5页面

网络红人微博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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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 e 购营销活动

“双 11”营销活动

“双十一”期间，本行融 e购电商平台加入网购狂欢节，发起“越刮越有料”活

动，吸引 146 万余人参与了此次游戏。

“双 11”融 e购海报 越刮越有料H5页面

“越刮越有料”手绘稿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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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越刮越有料”

话题营销设计

最豪刮奖风微信推广 双 11最火的购物方式微信推广 一个男人对抗媳妇的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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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首页

血拼爬梯游戏活动

圣诞、元旦期间，本行策划推出了血拼爬梯互动游戏，该游戏吸引 79 万余人参与，让消费者节日

期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血拼爬梯H5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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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客户积极参与血拼爬梯游戏

网站营销宣传

双 11来了，抢先融 e购优质生活  专属喝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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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逸贷营销活动

感恩在此刻H5页面

“感恩在此刻”活动

借助感恩节时点，本行策划了“逸贷感恩在此刻”、“测测

你的土豪类型”轻应用，植入逸贷“一触即发”的特点，通过

手机轻应用吸引客户参与，提升工银逸贷的品牌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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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测测你的土豪类型H5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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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逸贷“人生必需品”话题营销

工银逸贷“活在当下”话题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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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逸贷“去哪儿”话题营销

工银逸贷春节话题营销

“有逸贷，你只需静静的享受元旦”微信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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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银账户类交易营销活动

投资大亨游戏

本行以账户类交易产品为主题策划推出“投资大亨”微游戏，通

过把控钓线的速度与角度，钓取虚拟黄金、宝箱，赚取游戏积分。活动

期间，共有 594,994 人次参与，平均每天 3万人参与游戏挑战。

投资大亨游戏

12  投资大亨H5页面

34  投资大亨游戏网络红人推广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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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1  投资大亨游戏网络红人推广

2  工银账户类交易网络红人推广

34  工银 e投资网络红人推广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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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亨开讲——网络互动小课堂

“投资大亨开讲”课堂黑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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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5  “金融 @ 家  环保有我”活动

本行以“动动手指做环保  达人赢取特斯拉”为主题，

启动了“金融@家  环保有我”第二季主题营销活动。

“金融@家  环保有我”湖北分行微信银行机关体验活动

“金融@家  环保有我”主题报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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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视频截图“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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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6  “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

本行组织了“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并通过网点、网

站、微博微信、凤凰网等渠道进行传播。本次大赛参赛作品共有

163 支，播放次数超过 33万次。

“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视频截图

“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网站页面

“我要的生活”微视频大赛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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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键词搜索及精准营销

本行利用业内领先的数字营销技术，借助大数据信息集成平台，广设链接端口，精

准引流客户，开展了深层次、多维度品牌营销。推广期间，本行工银 e 支付、逸贷、融

e购、账户类交易等业务的网络声量等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1  工银 e支付 discovery 页面

2  工银融 e购 discovery 页面

3  工银逸贷 discovery 页面

4  工银账户贵金属 discovery 页面

1

2

3

4



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投放项目 融 e购 账户类交易 工银逸贷 工银 e支付 总量

投放期间  2014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月 27 日

获得展现 ( 次 )  6,744,221 2,359,175 9,531,781 13,532,294 32,167,471

获得点击 ( 次 )  116,914 36,151 35,456 147,868 336,389

点击率  1.73% 1.53% 0.37% 1.09% 1.05%

展现量

12%

9%

8%

7%

6%

6%5%5%

4%

4%

3%

3%

3%

3%

3%

19%
广东
山东
江苏
辽宁
浙江
河北
河南
北京
黑龙江
上海
福建
四川
湖北
安徽
广西
其他

1  百度关键词全国各省市展现情况

23  百度关键词展现情况

活动期间百度关键词投放情况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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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连分行趣味营销活动

2  福建分行网络营销活动

3  深圳分行福袋受网民热捧

8  分行互联网营销活动

本行各级分支机构积极推动线上互联网营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趣味营销活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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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1  重庆分行多平台宣传活动

2  河北分行微信平台传播

3  深圳分行“融 e一夏”微电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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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分行

“工银 e 支付”冠名的“优质新声 e 耶成名”主持人选拔赛，期间工银 e

支付交易量超过 10万笔，影响力覆盖了福建省 17所高校近 50 万青年群体。

02 代表性营销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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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广东分行

举办“迎航展，翔蓝天”青少年航空飞行体验活动 , 通过航

模制作、飞行模拟训练等特色主题活动，走入财富客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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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分行

以第 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平

台，在国家馆中心展区搭建本行展台，突

显“全球化金融服务主力银行”的参展主

题定位，吸引了众多宾客的驻足留连。

贵州分行

举办首届“融 e 购”电商

年会，开展了已上线商户经验

分享、将上线商户现场签约、

优秀合作伙伴荣誉奖励，与会

嘉宾“融 e 购”平台体验互动

等活动。

河北分行

与河北电视台合作录制“黄金的

魅力”节目，介绍黄金有关知识，宣

介本行贵金属相关业务和产品，传递

理性投资理念，传播本行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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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河南分行

举办“工行杯”第三届网络茶博

会与电子商务高峰论坛暨网民最喜爱的

茶品牌颁奖活动，为网民最喜爱的 10

大茶品牌颁奖。

湖北分行

东风本田旗舰店在“融 e 购”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上线，开展了“东风本田双十一汽车

盛宴”专项营销活动，历时 18天，累计售车 246 台，销售额达到 4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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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分行

推出 10 大类 19 款青奥主题贵金属产

品，将奋勇拼搏的运动精神通过贵金属的

形式凝固成永恒的经典，丰富了工商银行

体育主题的贵金属产品体系。

山东分行

为 107 位女性高端客户举办“致青春·光阴的故事”魅力旗袍秀系列活动，向高端女性送上一份

特殊的精致女人专属礼物，并积极推介本行金融产品。

上海分行

连续五年作为全程支持单位参与上海艺术博览会，提供高效便捷的综合金融服务，拓展文化艺术

领域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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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山西分行

在运城“关帝庙”举行“关公”贵金属系列

产品营销活动，举办“关公”历史文化及本行贵金

属系列产品讲座，推出关公贵金属系列产品。

内蒙古分行

冠名 2014 年非公经济与商帮

文化高峰论坛暨内蒙古“工商银行

杯”百家商协会企业家联谊会，以

此为契机对本行业务产品进行推广。

辽宁分行

与辽宁电视台联合录制理财系

列节目，邀请本行专家作为主讲嘉

宾，深入讲解观众感兴趣的理财话

题，并对本行的相关产品特质及优

势进行解读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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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行

连续第五届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哈哈少儿频道共同主办“2014·炫

梦童画”少儿创意美术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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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深圳分行

与深圳电台音乐频率（FM97.1）联合举办了“明星面对面”金融社保卡客户营销活动，诚邀

200 余名客户参与电影《心花路放》深圳首映礼。

苏州分行

以张家港凤凰“桃花节”开幕为契机，做好服

务宣传工作，提高本行在当地的知名度，并组织长

跑爱好者参加千人迷你马拉松赛活动。

深圳分行

与深圳广电集团“飞扬 971”音乐频率合作，举办了“舞动世界杯”商友俱乐部足球之夜活

动，诚邀的 100 余名商友俱乐部会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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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分行

双十一期间，在高校举办主题为“融 e 购 够容易”的商业演出活动，引导学生体验使用

“融 e购”，注册工银 e支付，关注“融 e购”微信平台，下载 APP 客户端。

黑龙江分行

在首届中俄博览会期间，派出营销团队为中外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进一步拓展东

北亚合作领域和深度，实现“新丝路”经济带的跨越式东拓。

云南分行

出资冠名云南卫视《南方丝绸之路记者行》栏目，本行支持云南“一带一路”建设、服

务云南实体经济的良好形象随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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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与推广第二章

宁波分行

与万达影城合作开展 16 元观影活动，身穿红色 16 号球服的分行工作人员和 6 名万达影城工作人

员，为现场排队购票的人群带来小苹果快闪热舞表演。

吉林分行

在“3.15”活动期间，各级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对本行金融服务的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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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香港分行、首尔分行、东京分行、新加
坡分行、河内分行、多哈分行、阿布扎比分行、工
银亚洲、工银国际、工银澳门、工银印尼、工银马
来西亚、工银阿拉木图、科威特分行、迪拜分行、
利雅得分行、孟买分行、卡拉奇分行、万象分行、
工银泰国、仰光分行、金边分行

欧洲区域：法兰克福分行、卢森堡分行、工银伦
敦、工银莫斯科、伦敦分行、阿姆斯特丹分行、布
鲁塞尔分行、华沙分行、工银标准、巴黎分行、米
兰分行、工银欧洲、马德里分行、里斯本代表处、
工银土耳其

美洲区域：纽约分行、工银美国、工银金融、工银



品牌国际化发展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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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工银墨西哥、工银阿根廷、工银秘鲁、工
银巴西

澳洲区域：悉尼分行、工银新西兰

非洲区域：2008 年，中国工商银行参股南非标准银
行（Standard Bank Group Ltd）20% 股权，成为这
家非洲最大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本行也由此进入

非洲等海外市场。

  新加坡分行、卢森堡分行、多哈分行、工银加
拿大、工银泰国相继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
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本行成为首
家拥有横跨亚、欧、美三大时区人民币清算行的金
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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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球服务能力

央视财经频道对本行建立伦敦分行进行专题报道

欧洲——伦敦当地时间 2014 年 9 月 8 日，英国监管当局正式批准本行在伦敦设立分行，这是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地区银行在英国获准成立的首家分行，同时也是自英国监管新政后首家获得分行

牌照的非欧盟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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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美国当地时间 2014 年 2 月

11 日，本行美国机构负责人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敲响当日开市钟，庆祝工银金融获得

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 EURONEXT）会

员资格，成为纽交所历史上第一家中资银

行控股经纪公司会员，并具备了美股一级

清算业务资质。

亚洲——新加坡当地时间 2014 年 9 月 22 日，举办首届新加坡人民币国际化峰会，打造人

民币品牌活动，建立中新各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沟通、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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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品牌国际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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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外主流财经媒体平面广告

《银行家》平面广告及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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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美国版）》平面广告

《亚洲货币》平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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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分支机构投放平面广告

《财富（欧洲版）》专题报道《金融亚洲》

12 《欧洲时报》平面广告

3 《每日镜报》平面广告

4 《卢森堡当地报纸》平面广告

5 《华商报》平面广告

1 2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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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庆祝伦敦分行成立特别广告

跨境报刊平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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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分行

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 "ICBC Night

工行之夜 " 活动，邀请超过 200 名工行客户和

合作伙伴出席招待酒会和音乐会。

卡内基 ICBC Night 宣传内页

卡内基 ICBC Night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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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机场广告

本行继续在香港、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卢森堡、新加坡、米兰等城市的重点机场投放广告，

境外广告投放渐成规模效应。

香港国际机场灯箱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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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灯箱广告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廊桥广告

卢森堡国际机场灯箱广告

米兰马尔彭萨国际机场廊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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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机场高速路户外广告

4  境外户外广告

工银亚洲巴士广告



品牌国际化发展第三章

105

新加坡户外广告

工银亚洲户外及地铁广告

工银泰国户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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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境外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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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外业务推介活动

工银加拿大

人民币业务推介会在多伦多成功举行，

为加拿大金融同业带来最新人民币市场动态。

工银泰国

携 52 家泰商参加首届东莞海博会，设

立展位进行本行品牌宣传及跨境人民币产品

介绍。

金边分行

为中国国旅集团下属中免集团的第一个

海外项目 - 中免柬埔寨公司暹粒市内免税店

安装 25 台 POS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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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主题宣传活动

在美机构参加由旧金山中国商会举办的春节花车巡

演活动。

法兰克福分行

作为德中商会主席单位在德

国中国商会挂牌仪式上致辞。德国

中国商会是德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国

工商界在德权威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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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亚洲

借势 Xplore Visa 信用卡宠物主题，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首届“汪星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悉尼分行

作为参赛的唯一中资机构，组

织近 20 名员工身着印有工行标识的

运动服参加当地的农历新年龙舟赛。

新加坡分行

夺得新加坡中资企业年度篮球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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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分行

联合当地画廊在波兰聋哑学校举办绘画大赛。

工银马来西亚

逾百名员工及家属在管理层

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慈善日活动

中，携手为马来西亚得胜之家孤儿

打造温馨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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