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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近日，中行南阳分行成
功举办了中年员工续航培
训，邀请清华大学等著名讲
师和心理学家，针对他们在
生活学习、职业拓展瓶颈期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
培训疏导。

该行培训采用小班授
课、分组研讨、互动参与等生
动活泼、别开生面的教学方
式，从专业技能提升、职业素
养提高、健康生活养成、和谐
关系建立四个方面着手，帮
助中年员工重建信心、弥补
短板、提升能力，实现心态续
航、健康续航和能力续航，有
效增强中年员工的责任心和
自豪感，激发中年员工干事

创业积极性。其中，“手机银
行新功能现场交流”、“中行
特色优势业务现场PK”等课
程，促使中年员工紧扣时代
脉搏，真正成为中行新产品、
新业务的使用者、体验者、营
销者；“压力与情绪管理”课
程，为中年员工提供了必要
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重塑
阳光心态，积极应对来自家
庭、事业等方面的困难与挑
战。据悉，该行45岁以上中
年员工共计 273名，占比高
达33.6%。中年员工经验阅
历丰富、责任心强、忠诚度
高，是经营发展不可或缺的
中坚力量。累累累2

（张倩华）

中行南阳分行：
举办中年员工续航培训

银行业智能服务便民惠民
为了让用户享受更高品质的服务，南阳银行业纷纷用上“黑科

技”，真正以优化产品和服务为出发点，切实提高产品体验和服务。

自“经营快贷”产品投放
以来，工行南阳分行急企业所
急，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实际
需求，第一时间做好统一部署
落实，巧借创新产品，落实普
惠金融，截至目前，已发放贷
款近百笔。

据悉，“经营快贷”是工行
上半年新推出的一款主要面
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等
客户的贷款品种。贷款额度

基于其个人信用状况及其企
业结算、资产、交易等大数据
信息进行客户准入和评级授
信，全流程线上办理的信用类
个人经营性贷款产品。“经营
快贷”自推出以来，其特点和
优势受到不少个体工商户和
小微业主的称赞。

该产品可以自助办理，全
流程线上操作。办理“经营快
贷”的客户可以在贷款额度和

期限内自主支用，有利于自身
需要合理配置资金，按照实际
使用资金及天数计息，大大地
减轻了资金闲置期间，企业融
资成本压力，真正做到随借随
还。尤其是“经营快贷”的利
率执行基准，年化利率低，真
正践行了国有大行的责任，化
解了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
题。累累累2

（红 升）

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让融资更快速

近日，农业银行新一代超
级柜台智能服务平台投产了
一系列优化功能，涉及零售客
户账户、理财基金及内部营销
管理等各方面。

零售客户账户功能新增
支持借记卡卡片与密码同时
遗失时的补卡和销户功能，睡
眠户激活、账户未动账核实等

功能，从而实现超级柜台零售
账户类业务从开卡、用卡到销
卡的全流程覆盖，满足多种场
景客户需求。

理财基金业务实现了理
财购买与客户风险评估、理财
签约的联动办理；基金购买、
定投与客户风险评估、基金签
约和基金 TA账户签约的联

动办理。实现了理财、基金产
品一键购买，大幅提高了客户
办理效率。此次投产还优化
了Ⅱ、Ⅲ类电子账户开户、结
售汇、外汇汇出汇款等业务功
能，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体验，
对拓展延伸客户服务半径、推
动网点轻型化、智能化转型将
产生积极作用。累累累2（刘延军）

农业银行:超级柜台优化上线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发行
结构性存款安存宝最新一期
产品，起点金额 5万元，产品
期限分为 1个月，3个月、6个
月、1年，年利率分别为3.7%、
4.1%、4.1%、4.0%，本产品纳
入存款保险制度保证范围，可

以开立存款证明，办理质押贷
款，存入10万元安存宝产品，
每年可比同期定期存款多得
2050元利息，让您有存定期
的踏实，享丰厚的收益。

您可以通过柜台、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等多种渠道进行

购买，方便快捷。要存款，到
光 大 ！ 电 话 ：分 行 营 业 部
63736639、中 州 路 支 行
63736750、七 一 路 支 行
63736771、人 民 路 支 行
63736663、卧 龙 路 支 行
63736800。累累累2 （程 晓）

光大银行:“安存宝”产品热销

日前，交通银行南阳分行
个金部联合营业部荣幸参与
南阳老干部大学举办的“南阳
市离退休干部首届文化艺术
节”文艺会演，深入全南阳地
区离退休老年干部的业余文

化生活。
现场通过设置“交通银行

老年干部大学群”，为老干部
送去贴心服务。交行员工送
来信用卡优惠政策、大额存
单，短期理财，云闪付业务，并

向老干部递送重阳节纪念品，
现场群众反响热烈，对我行品
牌、服务和产品比较认可。交
通银行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客
户提供最优质服务！累累累2

（刘 君）

交通银行:为老干部送去贴心服务

近日，中原银行南阳分
行营业部迎来一个说话的

“新员工”，忙碌地引导客户
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她
个头娇小、年仅三岁，却完
全能胜任厅堂迎宾、业务咨
询、产品推荐等任务，她就
是机器人大堂经理——“原
原”。

机器人“原原”的引进，
是南阳分行紧跟人工智能
发展形势，积极摸索网点智
能转型发展，多方为客户提
供智能化、便捷化服务，提
升 客 户 满 意 度 的 有 益 尝
试。“原原”是集成了图像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能力的
新一代智能机器人，能够实
现对客户的进门识别欢迎、

智能语音对话、业务分流以
及开展微沙龙等功能。除
此之外，她还多才多艺，可
以为客户唱歌、跳舞、背诵
诗歌等，让客户的“等待”不
再“焦虑”。

作为一款能说话、会移
动又熟知银行营业厅业务的

“大堂经理”，“原原”会主动
靠近并询问客户需求，一旦
得知顾客所办理的业务可在
自助设备上操作，它会引导
客户前往，耐心指导每一步
流程，帮助客户更清晰、更流
畅地完成自助业务的办理，
提高了工作效率，给客户带
来了全新的体验，促进了客
户满意度的提升。累累累2

（潘 毅 白 蕾）

中原银行:
机器人大堂经理亮相

中信银行可办理美元、欧
元、日元、港币等13种币种结
汇业务，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如果您有孩子留学，建议
您适当逢低购入，卡里留存的
外汇可根据时间规划配置中
信银行的外币大额定期存款
（期限 3个月、6个月、1年、2

年，目前1年期3.15%左右）或
外币理财。如果您平时经常
旅游、商务出境除了信用卡
外，还经常留有一部分美元外
汇周转使用，对流动性要求比
较高，推荐您使用中信银行外
币薪金宝，7*24小时实时到
账，1000美元起，活期存款的

18倍收益。
另外，中信银行 9月份推

出的外币增利煲，一年期收益
率 2.9~3.0%，可提前支取，靠
档计息，满 3个月收益即可达
2.0%，而且钞户汇户均支持
哦。累累累2

(海亚骞)

中信银行:推出外币增利煲

为进一步惠及大众，持
续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银
联“云闪付”1分乘公交主题
活动进行升级调整，自即日
起至 12月 20日，居民乘坐
公交出行，使用银联“云闪
付”，将持续享受“一分钱乘
公交”优惠。

此次银联“云闪付”活
动升级调整，将活动截止日
期延长至 12月 20日，更大
幅度地为居民提供优惠。
活动期间，用户使用银联二
维码、银联手机闪付、南阳
码上行 APP支付方式乘坐
南阳公交出行，均可享受

“一分钱乘公交”优惠（单笔
最高优惠 0.99元），使用银
联 IC卡闪付方式乘坐南阳
公交出行，可享受“5折乘公
交”优惠。单用户单活动日
绑定参与活动的银行卡均
可 享 受 2次 优 惠 ，先 到 先
得 ，额 满 为 止 ，每 天 限 额
20000笔。

银联“云闪付”服务平
台持续为用户提供多种福
利，“云闪付”1分乘公交、
转账 88元大红包、5折寄顺
丰、超市立减大红包等，客
户可下载“云闪付”获取更
多优惠。累累累2 （陆晨君）

使用银联“云闪付”
享受“一分钱乘公交”

邮储银行唐河县支行在
稳健经营发展的同时，始终把
普惠金融，履行社会责任融入
日常经营管理中，以实际行动
支持扶贫工作。

唐河县东王集乡朱庙村
是该行帮扶村，为切实帮助该
村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该行支
委定于每月 5号、15号、25号
为固定帮扶、走访工作日，派

驻了高素质的扶贫队员，积极
协助乡村干部，摸清底子，逐
一建档立卡，落实结对帮扶人
员，先后对全村 53户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认真进行了档案
登记，认真分析致贫原因、家
庭成员和收入主要来源，全力
帮助贫困户制定和落实脱贫
计划。

同时，该行积极与县扶贫

办进行沟通协商，在县委、县
政府大力支持、省农信担保有
限公司配合下，该行优先发放

“三位一体”带贫贷款和企业
基准利率扶贫贷款，不仅有效
缓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
营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一定
程度带动了贫困户的发展，缓
解 了 贫 困 户 生 产 生 活 的 压
力。累累累2 （李咏梅 刘紫玲）

邮储银行:精准扶贫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