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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工商银行

民生银行

建行新一代核心系统

提升服务效率 优化客户体验
本报讯（通讯员党盼攀）建行新一

代核心系统在建行南阳分行上线以来，

为客户提供了更自动、更智慧、更精准

的服务，客户体验度大大提升；为员工

设计了更加合理的业务流程，运营作业

的准确率和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新一

代核心系统为建设银行的战略转型和

业务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业务处理更高效。建设银行新一

代核心系统重构网点服务流程，简约柜

面操作，把新一代各个应用组件的“积

木块”横向串接起来，形成企业级、综合

化、智慧化操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打造出全渠道协同的客户

服务模式。

业务办理更便捷。长期以来，银行

柜面业务无法提前预约办理，客户排队

等候时间过长，手工重复填单，效率低

下。建设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上线后，

实现了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微信银行、

智慧柜员机、互联网等多个渠道办理业

务预约、预处理。由于提前了解了客户

需求，建行网点员工可以提前做好准

备，业务办理效率提高30%，提升了客
户满意度。

优化核验流程。建设银行新一代

核心系统将“身份核查”嵌入业务流程，

改“人工判别核查”为“系统控制核查”，

系统设置自动核查身份的步骤，由系统

自动判断客户是否连续办理多笔业务，

只在第一笔强制核查，包括对私存款、

借记卡，开户、转账、汇款等87个功能实
现了身份核查优化。前台柜员通过居

民身份证专用阅读IC卡芯片读写机具，
实现了客户有效身份证件真实、有效、

合规性系统机控，自动联网核查并核对

结果，简化身份核查流程，避免重复操

作，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智慧柜员机开辟新渠道，服务模式

更智能。智慧柜员机是建设银行融合

现有柜面、电子、自助的全渠道非现金

业务功能，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的具有

见证功能并融合精准营销的轻型化客

户交易新型渠道。不同于传统的柜面、

电子渠道，建设银行智慧柜员机通过员

工辅助引导、营销等人工干预，兼顾线

上线下渠道特点，实现了业务自助受理

或办理。

下一步，建设银行将持续建设和完

善以“全渠道、普惠、智慧”为主要特征

的新一代核心系统，坚持科技服务客

户、服务基层、服务业务。⑩4

本报讯（记者范冰）邮储银行南阳

市分行ITM智慧柜员机在全市中心网
点成功上线运行，满足广大客户方便快

捷办理业务的需求，提升了客户体验。

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邮储
银行研发新型智能设备。邮储银行

ITM智慧柜员机在网点业务分流、降
本增效、提升客户体验等方面发挥巨

大作用，现已实现发卡、卡激活、挂

失、密码修改、密码重置、转账、账

户查询、存折补登、电子银行签约、

账户追加、渠道追加、认证方式修

改、UKEY发放、理财基金签约、风
险评估、理财产品查询、缴费、对账

单打印等20多项功能，后期将逐步增
加个人外汇、保险、贵金属等更多特

色业务功能。免填单的一站式服务使

广大居民享受到科技带来的智能金融

体验。

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自2007年成
立以来，致力服务百姓民生，努力做

普惠金融服务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ITM智慧柜员机是邮储银行为顺
应网点智能化、轻型化的发展趋势而

推出的首款定制化非现金智能设备，

是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基础金融

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⑩4

邮储银行

ITM智慧柜员机上线运行

泰康人寿南阳中支与市中心血站联合举办“2018冬季送温暖”无偿献血活动，为社会奉献爱心 ⑩4 本报记者 范冰 摄

农发行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本报讯 （通讯员宏凡）农发行南阳

市分行围绕新农村建设、水利建设、农村

路网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深化部

门合作，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助推南阳白

河综合整治、赊店古码头区域改造、镇平

南水北调自来水厂建设、棚户区改造、城

中村改造、南召新增国道改造、内乡土地

流转等一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

快速发展,为建设大美南阳提供强有力的
金融支持。截至2017年年底，该行支持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政策性中长期项目

27个，贷款余额达31.3亿元。⑩4

中原银行

获评“十佳城商行”
本报讯（记者范冰 通讯员潘毅）中

原银行紧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步伐，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提高

金融供给质量和效率，连续3年被金融时
报社评为“年度十佳城市商业银行”。

连续3年获此殊荣，充分肯定了中原
银行自成立以来以优质的金融服务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突出成绩。作为

河南省唯一一家省级法人银行，中原银

行按照“将中原银行办成一流商业银行”

的发展目标，基于“贴近居民、服务小微、

支持三农，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定

位,积极践行“传统业务做特色、创新业务
找突破、未来银行求领先”三大发展战

略，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全力支持地方经

济建设、服务社会民生，取得了良好的经

营业绩和发展成果。中原银行于2017年
7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正式登陆国
际资本市场。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该行
资产总额达到4580.1亿元，较成立之初
增121.3%；各项存款2795.5亿元，较成立
之初增69.8%；各项贷款1842.4亿元，较
成立之初增65.8%，持续保持业内优良水
平。⑩4

中国银行

跨境汇款新体验
本报讯 （通讯员姚恒）中行南阳分

行以实际行动推行“支付+”崭新清算理
念，以 GPI产品为契机，不断拓展支付清
算服务内涵与外延，持续改善客户跨境

汇款体验。

与传统的国际汇款产品服务相比

较，GPI产品实现收费透明、优先处理、状
态反馈跟踪，客户使用该汇款产品，从中

行汇出款项到收到款项（已入境外收款

人账户）仅用几分钟时间，客户体验再

升级。客户反馈：很快收到该行发送的

短信和电子邮件，GPI产品以高效快捷赢
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⑩4

光大银行

“活期盈”更便捷
光大银行上调多款理财产品的预期

年化收益率，138天新客理财产品，5万元
起售，预期年化收益率5.6%；优客理财产
品，5万元起售，86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5.3%，150天预期年化收益率5.5%；现金
管理类产品——活期盈，按天计息，灵活

便捷，起点金额5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
4.0%，活期的便利，比定期高的收益，支
持实时赎回，资金即刻到账。

理财产品通过柜台、网银、手机等渠

道同步发行，客户可以通过手机、网银等

电子渠道进行理财。理财非存款，产品

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光大银行理财专

线：分行营业部 63736639、中州路支行
63736750、七一路支行63736771。⑩4

（程晓）

南阳营业部电话：63213333

推出金鹰信用卡
本报讯（记者范冰 通讯员蒋红升）工商银行与金鹰国际

商贸集团联合推出具备多场景VIP权益功能的工银金鹰信用
卡，该卡集合了金鹰集团旗下的酒店、商场、超市、书店等线上

线下多业态VIP白金会员权益，持卡人有机会享受每周六5%
的消费返现。

工商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工银金鹰信用卡聚焦中

青年人高频次消费场景，设有白金卡和金卡两个等级。凡成

功申办任意等级卡片的持卡人均可享受金鹰VIP白金会员权
益。同时，结合地域文化特色，金鹰卡持卡人还可享受部分

景区门票优惠。此外，持金鹰卡客户还能参加工商银行“爱

购全球”、“爱购周末”、“爱购扫码”等消费促销活动，享受

一系列优惠。⑩4

洛阳银行

发行三期“财富宝”
洛阳银行发行2018年第8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

为112天，理财金额5万元（含）～50万元（不含）预期年
化收益率5.3%，50万元（含）～100万元（不含）预期年化
收益率5.4%，100万元（含）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5.5%；洛
阳银行发行2018年第9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169
天，理财金额5万元（含）～50万元（不含）预期年化收益
率5.3%，50万元（含）～100万元（不含）预期年化收益率
5.4%，100万元（含）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5.5%;洛阳银行发
行2018年第10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356天，新客
专属理财产品5万元起存，预期年化收益率5.6%，募集期为
1月11日至17日。

客户可通过电子渠道或柜台申购以上理财产品。温馨提

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洛阳银行理财热线：分行营业部0377-60878699、建设
路支行0377-61383677、邓州支行0377-62759008、桂花城
社区支行0377-63326896。⑩4 （李万鑫）

理财产品种类多
民生银行推出专属款理财产品。非凡增利新喜专属产品

5万元起，90天预期年化收益率5.40%；非凡增利添喜专属
产品5万元起，90天预期年化收益率5.40%；非凡增利加喜
专属产品5万元起，90天预期年化收益率5.40%；安赢保本
理财产品5万元起，92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4%,181天预期
年化收益率 4.5%；另有收益递增型理财产品，5万元起，
申赎灵活，产品投资收益与持有期限相对应，期限越长收

益率越高。

详询民生银行财富热线：（0377）61601822、61601866、
61158018、61158066、61158089。⑩4 （王聪）

贴心服务温暖老人心
□张倩华

中行宛城支行克服人员紧张、工作繁忙的实际困难，顶着

刺骨寒风上门服务，为百岁老人办理了社保卡激活及修改密

码业务。

居民廖女士打电话求助，其母亲李老太太急需使用社保

卡款项，但由于年事已高，卧病在床，行动不便，无法到中行网

点办理业务。该行行长了解情况后，急客户所急，立即启动上

门见证服务预案，派两名工作人员到老人家中，严格按照操作

流程为客户排忧解难。廖女士激动地说：“真没想到，你们这

么快就上门服务了，手续费多少？”工作人员小祝和同伴相视

而笑，说：“我们免费上门服务。”廖女士连连点头，并竖起了大

拇指。

该行成立上门服务应急小组，有关负责人放弃节假日休

息时间，带队上门办理业务，近到周边社区，远到偏远乡

镇，都留下了该行员工贴心上门服务的足迹。目前，该行已

累计为60多名行动不便的中老年客户提供了上门激活社保卡
业务服务。⑩4

（征集您身边的“金融故事”,投稿信箱:nyrbjrlc@sina.com）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天寒心暖，
因为有爱。“中国大地保险·希望工程快

乐体育基金”公益活动南阳站在淅川县

寺湾镇大坪中心小学正式启动。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张成海介绍，

“中国大地保险快乐体育基金”项目是

中国大地保险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建立的专门用于支持贫困学校优

化体育锻炼环境的公益项目。项目于

2013年正式启动，大地公司计划用6
年时间，陆续投入600万元，在全国
约300个贫困学校各捐建一个“快乐
体育园地”，持续帮助贫困地区学校改

善体育设施。目前，“快乐体育园地”

已先后在全国100余所小学落成。
在活动现场，大地保险公司向学

校捐助了篮球架、乒乓球台、足球

门、单双杠、排球、哑铃、跳绳等体

育器材30余台 （套）；南阳中支公司
也为孩子们带去了 200多本课外读
物，以及书包、铅笔、文具袋等学习

用品。公益活动的最后，大地保险有

关负责人和师生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趣味运动会，将整个活动推向了

高潮。虽然已是严冬，在校园里却到

处充满了温情和关爱。⑩4

大地保险 爱心助学

本报讯（记者范冰）作为国内率先

推出出国金融服务的机构，中信银行对

出国金融业务的创新探索无止境。中

信投资平台APP、“结汇宝”等产品的创
新推出，让客户办理外币兑换、投资与

结汇等业务更加省心便捷。

中信“结汇宝”，外币结汇牌价位于同

业最优梯队，并对达到一定金额的结汇业

务提供专属理财产品和中信红权益。币

种覆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澳大利亚

元、加拿大元、新加坡元、瑞士法郎、新西

兰元等主流币种，客户可通过营业网点、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办理。

中信投资APP是一款在手机上可

直接进行外汇、贵金属、商品交易的软

件，可以办理结汇、外汇买卖、双币宝、

贵金属和大宗商品交易等业务。

中信外币“薪金煲”像活期存款一

样灵活，收益是活期利率的20倍，客户
可随存随取，实时到账，保本保息，安全

可靠。⑩4

中信银行

创新出国金融服务

工行桐柏支行利用晨会，邀请国金公司专业人士讲解新年红包产品的优势及营销策略，拉开新年红包营销序幕 ⑩4
通讯员 王业明 摄

中原银行

大额存单期限活
中原银行发行个人大额存单，期限比较灵活，有1个

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旨在满足客户多种资
金使用需求。

个人大额存单起存金额20万元，利率上浮42%，客户认购
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为20万元，可提前支取。中原银行个人大
额存单具有期限灵活、收益稳健、保本保息、快捷方便的特

点。详询中原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186。⑩4 （袁鹏程）

金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