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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行
“智能柜台”
将覆盖全省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胡蓉

19 种常用业务可自助办理
据介绍，中行智能柜台采取“客户自主、专人协助”的操作
模式，立足于客户体验，以亲民生动、通俗易懂的操作界面，可
为客户一站式办理开户、签约、更改手机号、人民币汇款、手机
号汇款、跨境汇款、打印流水、修改密码、理财、个人外汇等 19
种非现金业务。
这是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为全面提升客户体验，在原有
智能化网点建设基础上，推出的“智能柜台”项目，实现柜员操
作向客户自助的转变。客户无需排队等候，无需填写繁杂的
单据,使原来需要柜台办理的业务可自助实现，大大提高了银
行业务处理效率，有效解决了客户排队等问题，明显缩短了客
户办业务的等待时间。智能柜台还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
引入互联网中的购物车、扫一扫、一对多转账等功能，更符合
客户社交化的行为习惯。
目前，智能柜台可迁移传统柜台 85%的个人非现金业务，
办理速度较传统柜台提升 3 倍。因智能柜台分流了一部分客
户，客户在传统柜台办理业务的等候时间也会缩短 20 分钟左
右。中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负责人介绍，智能柜台上线前，作
为该行海口最大的网点，每天接待的客户很多，柜台压力较
大;上线后，客户可通过智能柜台办理非现金业务，办理效率
高，等候时间也大幅减少。

3 分钟开卡 1 分钟打印流水
“以前来银行开户起码要 10 分钟，这次在智能柜台只用
了不到 3 分钟，真的很节约时间。”一位带儿子来办理借记卡
开卡的方女士说。
为了检验智能柜台项目的效果，记者在中行服务专员的
指导下亲身体验了借记卡开卡业务。无需排队等候，无需填
写繁杂的单据，直接点击屏幕上的“我要开卡”，插入身份证，
现场自助拍照，并填写一些个人信息后，经服务专员审核通
过，即可选择卡片品种，并自主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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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服务。果然，不到三分钟，记者已经手握中行三沙纪念
卡！而以前在柜面上办理这样一起综合开户业务加电子银行
注册交易，至少需要 20 多分钟，
比柜台办理效率提高了 7 倍。
以前，
在传统柜台打印一份2年的交易流水，
排队、
打印、
授
权，
耗时约20分钟；
如今在智能柜台上办理，
仅需1分钟即可。
在中行海甸支行营业部的前台引导处，
一位客户很着急地
排队取号，
大堂经理上前询问，了解到客户是为办理公积金贷
款前来打印流水对账单，公司临时有事所以着急赶紧办完回
去。大堂经理没有像往常那样引导这位客户取号排队，
而是引
导他到智能柜台服务区，
通过智能柜台打印流水对账单。客户
直接点击屏幕上的“打印流水”，插入借记卡并输入借记卡密
码，经密码校验通过后，
进入信息填写页面，
选择打印的内容，
即可打印该卡的历史交易流水。不到 1 分钟，
客户的流水清单
已经打印并盖好章出现在客户面前，
“没想到这么快，
还这么方
便。
”
客户十分惊讶。

8 月底实现省内区域全覆盖
以前，持借记卡在传统柜台办理大额转账业务，排队、填
单、授权，耗时 7-20 分钟；而持借记卡在智能柜台可以办理人
民币 100 万（含）以下的行内、跨行转账业务，仅需要 3 分钟。
三亚分行营业部，客户王先生正在排队机处取号，经大堂
经理询问获知，客户要办理的是持借记卡办理交易金额为 28
万元的跨行转账业务。大堂经理直接将客户引导到智能柜台
服务区办理，
客户自行输入收款人、
汇款金额等转账信息，
经服
务专员审核后即完成该笔跨行转账业务，
耗时仅 3 分钟。办完
业务后，
王先生对该行智能柜台服务的高效、
快捷赞不绝口。
据悉，中行海南省分行上半年已在海口、三亚、文昌、琼
海、洋浦、儋州 6 个城市共 23 家网点投放 50 台智能柜台设备，
并将进一步加快智能柜台推广速度，在全省各市县分支行逐
步推广，预计 8 月底实现省内区域全覆盖，为广大客户提供高
效服务。

海南农行各级党组织喜迎建党 96 周年
本报讯（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唐儒海 院青）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建党 96 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群众观点，增强服务意识，改
进作风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海南农行辖内各级党组织
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向党
的诞辰献礼。
七一前夕，海南农行全行上下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学
党章、学系列讲话、学总行精神”集中学习与交流活动。6 月
29 日-30 日，在全行组织“三学”知识竞赛，进一步激发了全行
党员的学习热情，再掀比学赶超热潮。
农行海口红城湖支行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学党史，讲故
事”活动。以党支部为单位分组，自主选材，选择党史上闪光
动人的片段编成故事，推选党员代表上台分享。通过追溯党
的历史，缅怀先烈事迹，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农行儋州分行组织班子成员、机关党员、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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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金融网扁平化改造工程
成功切换上线

已在 23 家网点投放 50 台智能柜台
“不到 5 分钟，就开了一张卡，
真是好厉害！
”
“才需短短 1 分钟，最近半年的账户流水明细就都
打印出来了，太赞了！
”
日前，记者来到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厅，看到
了让市民赞不绝口的“主人公”——智能柜台。海南中
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3 分钟办理开卡全部业务，1 分
钟打印交易流水，这样的便捷操作如今已经可以在海
南中行多家网点轻松完成。近日，中国银行智能柜台
正式亮相海南，开户、修改手机号、人民币汇款、打印流
水、忘记密码，这些传统业务无需再排长队、不再手写
单据、只要手指在智能柜台屏幕上一点，客户就可以自
助完成。

周刊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 40 名员工到那大镇石屋村参观中
国村官精神馆,学习中国村官的“孺子牛”精神。每一位参观
的党员干部深刻接受了一场宝贵的精神洗礼。
农行五指山支行组织全体党员前往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
园参观，瞻仰塑像，聆听红色娘子军革命先辈事迹，激励广大
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中。
农行临高县支行组织全体党员进入帮扶对象新贤村开展
“关爱贫困户”活动，党员们进村入户关心贫困户危房改造进
度以及近期生活状况，积极联系县交通局帮助解决整个村委
会 5.2 公里的环村公路建设，收集农户信贷资料等，在脱贫攻
坚的战场上，真正体现了先锋队、主力军作用。
农行万宁支行组织新老党员到万宁市革命烈士陵园参观
革命烈士纪念馆。新老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提醒大家时
刻记住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切实在工作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本 报 讯 （记 者 汪 慧 通 讯 员 梁 磊）
2017 年 6 月 29 日晚，随着邮储银行海口市
分行 54 个网点的顺利切换，所有技术与业
务验证全部通过，历时 36 天的海南邮政金
融网扁平化改造工程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实现了全省 350 个网点的邮政金融网扁平
化管理。
海南邮政金融网扁平化改造工程是海
南邮政金融网核心网络设备国产化试点改
造后又一重要网络改造工作，是将原有的
网点——市县中心——省中心的三层网络
结构更改为网点直连省中心的扁平化结
构，涉及全省金融网络。省分行从 5 月 25
日开始分 11 个批次逐步对 18 个市县进行
切换。经过 5 个星期的协同努力，全省邮银
双方业务和技术人员以及 350 个网点验证
人员按计划密切配合、挑灯夜战，顺利完成
所有切换工作，切换后的网络运行、业务运
行稳定。
海南邮政金融网扁平化改造工程的成
功切换，减少了故障节点，扩宽了网络带
宽，加强了该行网络系统的安全能力，提高
了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网络系统的管理水
平。

工行获评
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
本报讯 （记者 汪慧）近日，在中国银
行业协会举办的 2016 年度社会责任工作
表彰会上，中国工商银行凭借支持经济社
会发展的良好成绩和优秀的企业公民形
象，获评“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
同时还获评“年度最佳社会责任管理者”、
“年度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以及
“年度公益慈善优秀项目”等多个重要奖
项。
在精准扶贫方面，2016 年工商银行创
新设立了全国首支脱贫攻坚投资基金，年
末各项扶贫贷款余额达 900 多亿元。在践
行普惠金融方面，工商银行立足线上标准
化和线下专业化，打造小微金融服务新模
式，成为国内首家小微贷款余额超过 2 万
亿元的商业银行。
在绿色金融方面，2016 年境内绿色
经济领域贷款增速高于同期境内公司贷款
增速 6.8 个百分点，承销各类绿色债券 8
支、募集资金总量 883 亿元人民币，居境内
银行类机构第一。

华夏银行海口分行
助力临高教育扶贫
本 报 讯 （记 者 汪 慧）2017 年 7 月 8
日，临高县和舍镇举行教育扶贫暨献爱心
助学捐款活动。为响应临高县委县政府
的号召，作为和舍镇铺仔村的定点帮扶单
位，华夏银行海口分行积极响应，行领导
带头捐款，全体员工共计个人捐款 15125
元助力临高县和舍镇教育扶贫，同时，由
该行引荐的企业河南兆玺新能源公司捐
款 6000 元，河南睿祥文化旅游开发公司
捐款 6000 元。
该行相关领导和员工出席了活动，带
去了全行对贫困学子的爱心奉献。捐款活
动结束后，该行领导和员工前往铺仔村深
入贫困户家中调研走访，访贫问苦，还到铺
仔村小学就教育扶贫进行了走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