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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慰问
澄迈县吴案村群众

猴年将至。日前，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副
行长李守靖和省物价局局长吴明月一行前往该行
和省物价局联合扶贫帮困的联系点——澄迈县吴
案村，进行慰问。这已是光大银行第二年向该村
开展春节前慰问工作。

当天上午，慰问团在澄迈县政府和仁兴镇政
府相关人员的陪同下，组织吴案村困难户、五保
户、孤寡老人和老党员代表召开了慰问座谈。座
谈会上，慰问团一行给20位困难村民、孤寡老人、
老党员发放了慰问金、米、油等慰问品，并前往村
里两位行动不便的五保孤寡老人家进行了上门慰
问。村民李大娘和才读初三的孙子相依为伴，家
境贫寒。看到大家送来的温暖，李大娘激动得热
泪盈眶、紧紧握住李行长的手连声道谢。

近两年来，光大银行和省物价局先后多次对澄
迈县仁兴镇吴案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组织村民进
行割胶培训班，扶植村民进行山鸡养殖，橡胶加工
和豪猪养殖工作，投入数十万元给村民购买了鸡苗
孵化机、汽油抽水机（灌溉用）、喷雾器（喷洒农药）
以及3000只鹅苗，近期又投入近二十万元兴修水
利工程，解决了百亩土地供水严重不足的问题。

澄迈县政府和仁兴镇政府以及帮扶的村民们
对光大银行海口分行两年来的大力帮扶表示衷心
的感谢，村民表示，将以这些帮扶为良机，大力发
展山鸡、家禽养殖，并依托新的水利设施开展农业
种植，共同努力早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胡剑兵）

真情换真心 平安不平凡
不一样的平安银行，不一样的特色服务

1月27日上午，众多
客户刚冒着冬日冷雨迈
进金龙路平安银行海口
分行网点，身上的寒意瞬
间被这里的阵阵暖流所
驱散：网点内温度舒适宜
人，大堂经理商楠微笑着
将每一位客户迎进门并
引导至对应的服务区；排
队等候的客户们或翻阅
报刊杂志，时不时还有工
作人员为他们捧上一杯
热茶；正在办理业务的客
户则享受着银行柜员耐
心周到的服务，在满意中
办完了业务。

一杯热水、一声问
候；一句关心、一个微笑，
这点滴变化体现的是平
安银行海口分行全体员
工追求客户满意的拳拳
之心。

银行服务能力提升
是一处没有硝烟的战场，
各家银行都欲在悄然发
奋中寻求蝶变，平安银行
海口分行正在积极探索
出一条“不一样的平安银
行”特色服务之路。

细致化服务：细心周到暖人心

27日清早8时，客户李大姐就赶到金
龙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网点办理一项业
务。而此时，大堂经理商楠已经着装整齐
地站在大厅里了。商楠身着深蓝色工装、
白色衬衣，领口系着一条丝巾，头发齐整地
拢到脑后，她面带微笑地向李大姐了解业
务详情，话语温和得如春风拂面。

“平安银行的服务非常贴心，让我省了
大麻烦！”一名客户对大堂经理商楠道出感
谢。这位东北客户来到平安银行海口分行
取款，却大意将卡包失落在营业部。该行
大堂经理发现后，担心该客户急用，通过其
在银行所留的信息找到并通知了他。

有人说，来到银行办业务就是要排队、
会浪费光阴，并有不少人对此习以为常。
但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客户们渐渐发觉，
银行工作人员的脸正悄悄发生着改变，正
是一点一滴的细节，让他们有了做上帝的
感觉：“原来的不苟言笑到现在的微笑柔
声，从原来的长时间等候到现在的几分钟，
他们在一点一滴的变化中拉近与客户的距
离，成为千家万户的贴心管家、理财助手。”

据悉，平安银行海口分行2015年成立
了厅堂服务督导组，由行长亲自挂帅，每周
检查一次，服务水平与年终奖金挂钩。“以
客户为中心”，在这里不仅仅是句口号，更

是一种理念，渗透到全体员工、各个岗位。
每一个微笑、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动作，不
仅标准规范，更是发自内心。

人性化服务：以客户为中心

近日，一早来到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网
点的平安银行工作人员们正要步入网点，
却被门口一道身影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
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朋友，前一天晚上来
到平安银行自助机上取款，由于操作不当

被吞卡，他紧张得一夜没有回家，一直在自
助机旁守候到银行网点开门。

按照规定，这位持当地农信社卡的客
户必须提供一张证明，确认其与该卡片的
关系。考虑到客户急着赶回家过年，这样
的程序会花费他不少钱与时间，平安银行
出于对客户的体贴关怀，调看视频录像证
明了该客户的卡是由本人操作下被吞掉，
且客户能准确提供密码，平安银行在详细
复核后，将卡片还给了这名农民工，帮助他
拿着工钱如期回到了家。

“以客户为中心”始终是平安银行海口
分行践行的理念，分行员工始终重视客户
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服务客户的意识和
水平，致力于打造具有平安银行特色的客
户服务体系。

为服务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平安银
行提供了专属的服务。走进平安银行各营
业网点入口，只见清晰地标识着无障碍专
用通道等助残设施和引导服务；进入网点，
还有电子屏及语音多种叫号功能服务，为
聋人或失明客户提供必要的信息提示；同

时，网点还配备了老花镜、助盲卡、爱心座
椅等设施，加强了柜员手语等特殊技能培
训，提升了平安银行的整体服务水平。

智能化服务：智能服务更便捷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是一家不断“变革、创
新、发展”的银行，紧紧跟随现代金融业与互
联网技术不断融合的大趋势，在服务理念、服
务方式与服务渠道上也变得更加“智能”。

平安银行网点均配备了智能发卡设备
VTM，智能填单的移动手持终端，随时随
地上网办理业务的pad和手机终端。

这一系列智能化机具的配备，可以为市
民提供“全流程、一站式、多功能”的金融服
务。“客户若办理个人开户或转账汇款业务，
大堂经理将引导客户通过移动pad预录信
息，无需手工填单。”该行大堂经理介绍说，客
户临柜后只需出示身份证及排队票号，柜员
即可获取智能填单信息，为客户办理相关业
务，客户开户全程只需要一次签字。

不少客户评价：“平安银行的服务不错，
员工认真负责，能够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

“只有符合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的
创新才具有生命力。”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行
长蒋明光认为，平安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围绕客户需求开展创新，在创新过
程中坚持风险可控、合规经营。

（怡文 张巍江）

平安银行特色服务深入人心。 ■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寒假去哪儿？

快来参加交行“小小金融家财艺大比拼”

考试结束，寒假将至！孩子们是该
天天宅在家里看电视，打电玩！还是奔
波于各类辅导课程间！或是有更好的选
择！【Right】参加交行沃德财富小小金融
家活动，不单是炫出才艺，更是寻找【志
同道合】小伙伴的绝佳平台，顺便再涨点
知识，说不定未来的你会是财富榜的一
员！快来报名参加交通银行“小小金融
家财艺大比拼”吧！

活动方式
上传作品参与征选
参选人员可以同时报三类奖项，三

类作品均需展现交通银行、交通银行财
商教育、小小金融家品牌形象或主要卡
通人物形象四项元素之一。

参与投票
经注册成功登录活动网站的用户可

投票，每个手机号每天限投3次。

参与渠道
登录PC端活动网站：
http：//bocomlf.staronair.cn
或扫描下端二维码进入移动端活动页面

http：//bocomlf.staronair.cn/mobile/

参赛作品评选标准及说明
评选项目
1、摄影秀：摄影作品1幅，模版照片，

10MB以下；2、绘画秀：绘画作品1幅，模
版照片，10MB以下；3、创意秀：讲故事、
朗诵、歌曲、情景剧等形式不限的视频，
模版视频，300MB以下。

评奖标准
1、评选类奖项排名前后将根据参赛

作品的得票数多少来确定；抽奖类奖项将
随机抽取产生；2、参赛作品须是符合本次
活动的评选标准，且交通银行有使用该作
品权利；3、参赛作品须遵从作品本人的意
愿，禁止上传任何有黄色、暴力、血腥、恐
怖、以及不适合公众欣赏的图片及视频。

奖项设置
评选类
摄影奖&绘画奖&创意奖：
最佳摄影/绘画/创意奖各5名（第1-5名）
奖品：38毫米iwatch运动表
优秀摄影/绘画/创意奖各5名（第6-15名）
奖品：iPad mini 2 WLAN 16GB
宝贝入围奖每组别各50名（第16-65名）
奖品：10000mAh小米移动电源
抽奖类
大众参与奖：客户参与投票次数越

多，获奖机率越大，奖品为 10000mAh 小
米移动电源，共计500名。

发散你的热量，聚焦你的人气，汇聚
你的财气，就在2016年的春天，交通银行
给大家不一样的舞
台，尽情炫舞吧，小
小金融家们！

详询请咨询
网点客户经理或
拨打95559

爱“家”分期 为爱“+”分
打造品质生活，营造理想之家，享受幸福旅

程，追随时尚潮流，是时下大众不断营造和追求
的理想生活状态，中国银行为帮助客户实现与

“家”有关的愿望，专门设计推出了“爱家分期”金
融产品，这款产品一经推出，赢得客户广泛好评，
有客户称其为时下“金融利器”。

据介绍，“爱家分期”产品可满足客户用于住
房装修、购买家具家电、缴纳购房税费、购买车
位、旅游、教育、婚庆、医疗等一系列消费资金需
求，并提供纯信用、无抵押的卡分期付款方式。

该款产品为客户进行了人性化设计。如额
度专享，满足各种消费资金需求办理该项业务；
期限丰富，分期期限一至五年，缓解还款压力；费
率优惠，月费率可低至0.3%。另外，该产品申请
流程十分便捷，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

详情请到中行各网点咨询或办理。

贺岁产品 好俏一束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在海口某酒店任职人力资源总监
的刘小姐由于工作出色，日前领到了
一笔相当于她半年薪酬的年终奖。由
于担心过年大手大脚把钱花光，刘小
姐想将这笔奖金用来购买理财产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和刘小姐
有类似计划的朋友还真不少。春节
将至，很多人手里都有不少的资金，
利用这段时间投资，既可以提高资金
的利用率，也可以赚点利息，让钱包
过年不“缩水”。那么春节前可以投
资哪些短期理财产品呢？不妨听听
理财专家的建议。

短期理财产品是首选

招行海口分行首席财富顾问郑
建建议首选是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储蓄是理财手段中最传统、收益最低
的方式，如没有合适的产品，不如考
虑下14天，30天、60天等银行短期

理财产品。但是要注意理财产品的
期限和起息时间。理财期限是很多
问“理财粉”都会注意的，但起息时间
很容易被忽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起息时间没有算好造成资金取不出
来，因为起息较晚的产品，其实在无
形中延长了理财的投资期限。比如
一款40天的银行理财产品，起息时
间是5天之后，那么实际持有这款理
财的天数就从 40 天延长到了 45
天。所以如果想利用到春节前的这
段时间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要把
起息时间算好。

可考虑货币基金

由于年底有很大一部分资金过
完年就要用的，郑建建议大家最好选
择风险低的理财产品。除了银行理
财产品外，货币基金也是不错的选
择。货币基金风险很小，而且可以随
取随用，很方便。虽然从去年开始货
币基金的收益在一路下滑，但收益还

是比银行存款要高，所以货币基金也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货币基金一般会在春节前提前
暂停申购，应提前几天做好准备。

购买大病或分红型保险

将年终奖投资于保险，也是未雨
绸缪的理财计划。任职于私企的王女
士虽然每年单位发的年终奖不高，但
是每年春节前为自己和家人固定投资
一笔保险已经成了她固定的理财投
资。她告诉记者，每年花将过两万为
家人买保险，费用也不算少，但是也算
是为将来投资。海口泰康人寿保险的
保险顾问王飞告诉记者，如果从理财
角度来购买保险，目前以分红险为
主。建议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自
己的交款方式，一次性交和分期支
付。从产品风格上看，万能险从灵活
性上更好，可根据投资者的情况来修
改保险金额和保险时间，比较适合在
未来计划上有一定不确定性的客户。

年终奖巧理财 过年钱包不缩水

金银花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猴年将至，诸多与猴元素相关的金银
产品开始走俏市场。“每逢春节前，生肖题
材的金吊坠和金摆件就开始走俏”，在海
口国贸北路的一家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有些老客户每年都会来买生肖
金条，一来为了收藏，二来也可以当红包
送给小辈，比送现金红包更有纪念意义。”

记者同时了解到，招商银行在海口
所有网点发售的猴年生肖金系列已经售
罄。“12月下旬开始发售，市民的抢购热
情也超乎我们想象。”该行国贸支行的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该行的熊猫金银币还

在继续发售。

实体店 小克重金饰受青睐

节前多家大型商场的黄金饰品都在
促销，不少精打细算的市民都会赶在此
时前来“扫货”。记者走访海口市区部分
黄金店铺发现，小克重的手链、猴年吊
坠、项链、戒指等黄金饰品尤受青睐。

“感觉最近买金饰的人都青睐小克
重的，就拿猴年吊坠为例，重量在2克至
6克之间卖得最好，最便宜的几百元，最
贵的也就1000多元。”在东方广场一家
商场内的黄金柜台，一名导购员告诉记

者，今年随着国际金价下跌，商场内金饰
的促销活动也比较多，节前除了猴年吊
坠热销外，如葫芦、钱袋等寓意聪明、如
意等的足金耳钉、吊坠也比较受欢迎。

该导购员也介绍，由于黄金价格持续
走低，消费者担心大克重黄金饰品掉价严
重大多不敢购买，而小克重的黄金饰品即
便掉价也不会损失过多，并且小克重足金
饰品做工精致，因此，在春节前这些小克
重的足金饰品成为人们的首选。

网店 精致银饰受热捧

海口市民郑先生告诉记者，他刚在

淘宝网上购买了一系列的银饰产品。“在
网上购物，首先要考虑资金安全。银饰
品的价格不贵，而且网店的式样也比实
体店丰富。”他向记者展示了几枚10克、
20克、30克、50克、100克重的实心千足
银元宝和S999足银猴哨子、S999足银
吉祥银饰手镯。

“这对手镯重24克，包邮价格266元，
不仅是经典蒜头开口款式，可以任意而轻
松地调节大小，没有任何累赘的附加设计，
不妨碍宝宝的活动，而且制作精美，表面光
滑如镜，内部有精美的吉祥纹，让宝宝佩戴
更舒适。”郑先生说，“春节期间，肯定要给
亲戚家的小朋友发红包，但是给钱难免有

些俗气。用精美的银饰品代替红包，既喜
庆实用，又寄托了吉祥的祝福。”

记者登录淘宝、京东等网站发现，销
售银饰品的网店为数不少，而且销售的
银饰品都颇精致，价格也不贵。10克的
银元宝价格在40元至50元之间。一家
网点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近段时期，他
们的银饰销售量大增，而且从对话的情
况来看，购买者大多是年轻人。

据了解，金银投资方式，除了金银实
物外，还有黄金定投、纸黄金、纸白银、黄
金期货、白银期货、股票、纪念金银币等
多种个人投资方式。但是如何投资，还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迎春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