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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专专业业和和责责任任书书写写灿灿烂烂金金融融人人生生
——— 专访中银国际证券济南营业部总经理欧萍

选择无悔，英语和金融

双优的女领导

1985年大学毕业后，欧萍就
被分到了银行工作。“因为自己
的专业是金融学，不过那时候商
业银行还没有发展起来，分配工
作的时候我被分到了人民银
行。”按说分到央行是值得高兴
的事儿，欧萍却高兴不起来。

“我英语很好，当时考过托福，
700分满分我考了630分，主要
是喜欢。”人民银行没有外汇业
务，中国银行则是外汇外贸专
业银行，因此，欧萍主动申请调
到中国银行，希望自己的英语能
有用武之地。

得偿所愿后，欧萍的英语优
势展现出来。“当时济南从意大
利进口纺织机械，需要外汇兑
换。意大利人说英语有口音，同
事的英语也不是很流利，在外汇
窗口办业务时互相听不懂。后来
同事就把我叫了过去，沟通之后
顺利办完了业务。”

通过这件事，欧萍“一级棒”
的英语就在公司传开了，有时
来了外宾，她就被叫去当翻译。
后来她还主导组建起了“英语
角”，每周三晚上大家聚在一
起，用英语说话，谈业务、谈生
活。“那时候，在单位掀起了一
股英语热，行里希望大家的英
语水平都能提高，不能让外宾
觉得我们的英语不好。”欧萍说

道。也是得益于此，在29岁时，
欧萍成为了中国银行最年轻的
领导干部——— 国际结算部副处
长。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当
初的选择，你有何感想。”面对记
者的提问，欧萍淡淡一笑，“我觉
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无怨
无悔。”

临危受命，身先士卒

带头跑业务

欧萍在国际结算部一呆就
是十多年，转眼到了2000年。新
千年是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发
展十分活跃的一年，银行大规
模上市拉开序幕，中国银行不
再一家独大，面临各种竞争。承
担外汇期货、外汇买卖、期权、
发债等业务的资金业务部业务
开展并不顺利，业绩也是一落
千丈，在济南的市场份额也滑
落至20%左右。“这在中行是没
有过的事情。”

此时的欧萍已经为大量的
进出口外贸企业服务过，帮助他
们把控风险，用足业务政策帮企
业走出去，还出了一本名为《结
算业务》的书，曾作为人民银行
干部培训学校的内部培训教材。
她的成绩被领导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因此被选为振兴资金业务
部的首选之人。

“先看团队的情况，以身作
则，调动大家积极性。”欧萍说，

调到新部门后，她并没有着急开
展业务，而是挨个跟员工谈话，
有时甚至谈到晚上12点。“先要
统一思想，思想上有问题的把思
想拽回来，还要让他们懂得应该
怎么做。”

思想统一了，接下来就是行
动。欧萍带着大家一起出去跑
业务，她执著的精神影响着整
个团队，并漂亮地打了一个“翻
身仗”。

“给当时的济钢发中票，竞
争很激烈，不光是国有银行，股
份制银行也参加，而且济钢的
主结算行不是我们。但最后他
们还是选择了我们并发了20多
亿 元 中 票 。”谈 到 这 次“ 翻 身
仗”，欧萍脸上挂着自信的笑
容。她说，中票在当时是一种新
兴的事物，企业会有顾虑。“所
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专业知识给
他们讲清楚，打消疑虑，让客户
明白中票是什么、风险点在哪，
并且服务要跟上。”靠着这股执
著和专业，不到1年的时间，欧
萍带领的团队创造的收益是原
来 的 1 0 倍 ，市 场 份 额 提 升 为
60%以上。

欧萍说，执著的本身是责
任。“执著就是敢于奉献，既然被
赋予了相应的职位，就要把事做
好，责任和担当都在身上。”

二次创业，光杆司令

拉起了40人的队伍

欧萍的执著不仅体现在工
作上，在学习上也是。她经常给
自己的员工说工作再忙也不能
忘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她
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近50岁的
她工作之余的另一乐趣就是读
书、学习。为了让自己多一些选
择，她参加了银行统一组织的
出国外派人员的资格考试，平
时把学习作为常态化的她，明
显的显现出了其优势，三门专
业课以及英语4个小时的考试
没有难倒她。“济南分行一共有
十几个人参加考试，考出来三
个，一个研究生，一个本科生，
都是年轻人，另一个就是我。”欧
萍自豪地说。“那一年我48岁。”

不过，欧萍还没来得及出
国，2013年底又被委以重任———
组建中银证券济南营业部。一开
始欧萍是拒绝的，因为从商业银
行转战投资银行对于她来说跨
专业大，完全是不同的业务领
域。“领导做了三次工作，最后我
想，要不就先去干干试试，学习
学习，说不准就能闯出一片天
地。到总部培训时发现，业务并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陌生，觉得自
己可以做成事。”

资格认证是从事证券行业
的硬杠杠，为此欧萍一头扎进
了书堆中，誓把证券从业资格
证拿下。“因为工作调动大家要
给我送行，但是我谁也不见，就
在家看书、做题，常常看到凌
晨。大约准备了两个月，一次性

通过，总部领导都很惊讶。”欧
萍高兴地说，那段时间就像在
准备高考一样，连她的女儿都
感到震惊。谈到孩子的教育，她
说：“我从来不要求她怎么样去
做，而是言传身教，给她树立榜
样，营造好的环境。”在谈到孩
子时，欧萍眼睛红了，这么多年
忙于工作，陪孩子、照顾孩子的
机会少，作为一个母亲，欧萍觉
得亏欠孩子太多。

“不过，孩子特别争气，非
常优秀，这也让我腾出更多的
时间来做工作。”欧萍说，中银
国际当时就她一个人，一个人
去办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组
建团队，从“光杆司令”到现在
几十人的团队，欧萍一直靠着
她的执著努力着。如今，1年多
过去了，营业部的业绩也是风
生水起，让同行刮目相看：当年
就实现盈利，各项业务都顺利
开展，特别是创新业务，例如新
三板业务、股票质押业务等，个
人及机构的开户数近10000户，
资产10多亿元。

最近，欧萍又在筹备着组建
中银证券山东分公司，目前正在
招兵买马，她将山东公司未来的
发展定位为：利用好中银集团这
一强大平台，做大做强证券与投
行业务，为山东省资本市场的发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有些事不
想，永远做不出来。只有想了，朝
着这个目标努力，才有可能会实
现。”欧萍笑着说。

在这周中之前，大盘在3400
点附近连续震而不前，并有构筑
头肩顶的可能，但只用了3个交
易日，大盘就从3300点起步，攻
到了3600点关口，形态上也出现
了红三兵的经典看涨组合，给我
们完美地诠释了逼空的含义。

一般来说，逼空多出现在两
个阶段，一个是行情初期，如12
年底、14年底等，另一个则是行
情尾端，如今年5月。稍有些经验
的股民朋友，应该不难分辨这两
个阶段，先不说一个在高位、一
个在低位，就市场行为来说，前
者是不敢买的谨慎，后者是着急
赚钱、嫌自己股涨得少的狂热。

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你
就能轻松判断出，这里只可能是
行情初期，先不说别的，单放量
突破的红三兵，就足以击破一切

悲观怀疑。此外，再看看券商股
的连续大涨，你就会明白，唯有
增量资金的持续进场才能实现，
若单靠场内存量拉升，不可能超
过2天。问题的关键就来了，增量
进场的理由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该时间段是年报
周期与两会周期相叠加的特殊
周期，也是一年中最容易出行情
的阶段。而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
的开启元年，对应的两会可不一
般，与之相对的1-3月两会周期，
必被各路资金所聚焦。别忘了，
目前货币政策正处于宽松周期，
而每年年初又对应着一年中最
宽松的阶段，还有最最关键的一
点，养老金大规模入市的时间节
点，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正是今
年底至16年上半年。

到这里，还用多说吗？今年底

至明年3月，将是今年6至8月连续
大跌后的第一波趋势性行情，这
可不是10月反弹所能类比的。但面
对如此确定的行情，多数机构却
是罕见普遍低仓，因为经历了6-8
月大跌后的机构们，在9-10月，几
乎找不到大举进场的机会。

所以，为何持续逼空？增量
进来干什么？答案也就水落石出
了，因为年底之前只剩了不到2
个月，已没有了从容进场的时
间，唯有逼空抢筹码，而这就是
机构的劣势，船大不好掉头。

当然，可能有人就问了，7至
8月的密集套牢盘，如何解放呢？
若是放在往常，要想突破该区
域，至少也得2到3个月的蓄势，
比如，2010年下半年突破2700点
前，蓄势了2个月；2014年下半
年，突破2400多点，更是蓄势了

一年半。
但这一次，却因为6到8月的

极特殊调整，出现了极其罕见的
一幕，机构们反成了当下行情的
主要踏空者。资金永远是逐利
的，机构不可能无视明年3月之
前的这波行情，而要想进场，就
要有充足的卖盘，而谁会在上涨
过程中卖呢？答案就是套牢盘，
换言之，这将是机构唯一能确保
拿到的筹码。

请记住，机构进来是逐利的，
而不是抬轿的，换言之，这只是一
个开始，真正的反弹主升还在后
面呢，将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

作为抛砖引玉，我也是跟大
家免费分享两只安全的补涨潜
力股。这两只股蓄势很充分，高
成长很确定，还有政策题材，堪
称机构的必配标的，非常有希望

成为年底之前的领涨龙头。更难
得的是，这两只股的股价还在低
位，有着绝对的安全边际。

而现在，大家只需编辑短信
“神光咨询”发送到12114，即可免
费获赠这两只绝对安全的潜力龙
头股，同样，直接拨打神光免费热
线“400-708-5099”也可免费索取。
(个股索取完全免费，也不附加任
何条件，仅作分享与交流)

红红三三兵兵开开路路，，AA股股将将一一直直涨涨到到明明年年33月月

因为对英语的执著，
毕业放弃了央行转投中
行；多次临危受命，带领
团队把业绩从最低做到
最高；临近退休又开始第
二次创业，在毫无从业经
验的情况下，1个人仅用1
年的时间把业绩做到了
同行前列。

这是发生在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济
南营业部总经理欧萍身
上的故事，专业、责任、执
行、坚持、追求，一路走
来，她的金融人生让人钦
佩，值得尊重。

本报记者
刘相华 王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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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济南营
业部总经理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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