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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画、
书香一角、
劳动者驿站……

海南交行特色网点带你“玩转”多元金融体验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徐婕

交行海口南海支行 ——
“东方雅韵，书香致远”
“一物一什添古雅，一器一具
生幽韵。”走进交通银行海口南海
支行，
就能体验到该行提供的多场
景等候服务。特别是网点设置的
古香古色中国风贵宾服务区，
不仅
设置了书法画作室，
客户可以在等

候时进行书法作画；
在贵宾服务区
的室外庭院，还可以体验“把盏对
茶，
袅袅生香”
的楼阁茶室。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独立
拥有的这个中式花园，是一处能
让人舒适、放松、沉静下来的静谧

空间，迎着徐徐微风，看一缕青烟
袅袅升起，好不惬意。除此之外，
网点内随处可见绿色植物盆栽，
营造出清新怡人的氛围，让客户
踏进网点就能体验到超“五星级”
的服务感受。

交行海口秀英支行 ——
“闲有余日，正可学问”
图为交行海口南海支行一角。
图为交行海口南海支行一角。
海南交行供图

忙碌的生活节奏中，你可曾想寻求一片
天地，觅得一刻悠闲？品一口清茶，尝一块糕
点，闲适地翻书，想想都觉得挺美的。在海
南，前往交通银行的网点也能享受这样的惬
意时光。
近年来，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把客户体
验作为服务优势升级的检验标准，对于线下
网点服务，不断提升客户体验感，打造人性
化、精细化、智能化服务的精品网点。这些网
点将金融属性嵌入生活服务，开展多元化经
营业态的银行场景金融新模式，正掀起新一
波网点变革热潮。

交通银行海口秀英支行在网
点内特别设置了“书香一角”阅读
区，不仅方便等待办理业务的客
户可以随时阅读，也给秀英支行
厅堂服务环境增添了雅趣。书架
上摆放着各类书籍，涵盖金融类、

书籍，满足客户的阅读需求。
“书
香一角”的打造不仅给网点的客
户提供了增值特色服务，本行员
工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点多种多样
的书籍给自己“充电”，为客户带
来更好的专业服务体验。

交行三亚迎宾大道支行 ——
“迎送天下，宾至如归”
交通银行三亚迎宾大道支行
实行“导购式”迎宾服务，客户从
进店第一刻起，即可得到及时快
速的服务响应。
网点为了进一步履行社会责
任，秉承交通银行“Blue”蓝气球公
益 的 理 念 ，特 别 开 辟“ 劳 动 者 驿
站”供户外劳动者休息，微波炉、
按摩仪、矿泉水、小零食……各类
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打造舒适贴

9 月末，
贷款余额 389.96 亿元,较年初增 46.45 亿元

海口农商行“科技+制度创新”
推动业务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前三季度，
海口
农商银行在董事会的带领下,认真贯彻省
联社的决策部署以及总行党委、董事会的
工作要求，
统筹抓好各项工作，
坚定不移地
抓好存款、贷款、不良贷款清收工作，全面
完成了省联社“9 保 10”任务，交上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末，海口农商银行
本外币存款余额 508.88 亿元,比年初增加
49.83 亿元，市场份额前进一位，位列海口
市金融机构第 3 名；贷款余额 389.96 亿元,
比年初增加 46.45 亿元；
主要监管指标均符
合监管要求，
在人民银行、银监局等上级监
管部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评价中，均
获 A 级评价。
党委书记、董事长吴敏肯定了海口农
商银行前三季度取得的成绩。他表示，海
口农商银行以打赢存贷收“三大战役”为
着力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存贷收全面
完成了省联社“9 保 10”任务。针对下一
步工作的开展，吴敏提出几点要求。一是
对标对表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各支
行要对照总行下发的业务指标，正视差
距、盯紧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二是以科技赋能、制度集成创新
为抓手推进业务发展。全行要以客户为
中 心 ，通 过“5+ ”建 设 ，提 升 服 务 客 户 能

历史类，文学类以及名人自传等
多种读物。
“书香一角”不仅提供到店阅
读服务，还可对外借阅。只要客
户与网点的工作人员联系并约定
归还时间，就可以借阅感兴趣的

力，打造一流服务银行，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用科技手段优化业务流程，推动业务
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将“惠银平台”
“大数据+信贷工厂”
“ 大堂管家”的试点
工作和全员营销以及业绩挂钩结合起来，
通过“科技+制度创新”的模式，促进支行
业务的发展，推动零售业务提质增效。10
月 14 日发布的全国首创“综评贷”产品，
就是“大数据+信贷工厂”进行有效风控
的充分运用。三是持之以恒强化作风建
设。不断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用政
策激活力，干事创业敢担当。四是加强党
的领导、做好巡视整改等工作。要始终坚
持严的基调，压实压紧党建责任，落实落
细党建要求；还要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
建设反腐败工作，要按照省联社党委要
求，提高站位，做好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如
期完成整改目标。尽快部署年终决算工
作，财务分析要做到实、细、准，合理配置
财务资源，提前谋划明年计划和预算相关
工作。
吴敏表示，在前期工作中，
工作完成得
好的支行和部门继续保持，完成的不理想
的，需找出差距和不足，用海银人拼搏、务
实、创新、服务的良好传统，持之以恒抓落
实，
确保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为自贸港建设
起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心的休息环境。网点丰富布局，
增设“LIFE”书吧，随时为客户提
供借阅服务。而根据季节不同，
厅堂提供不同的饮品和小食种类
也 不 同 ，将“ 用 心 服 务 ”落 到 实
处。据网点负责人介绍，支行还
开展爱心助学活动，用爱传递希
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客户对银
行网点的需求已不仅仅是办理

业务专业便捷，对厅堂环境和增
值服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下
一步，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将不
遗余力地持续推进服务提升工
作 ，深 耕 客 户 需 求 ，不 断 打 造 温
馨舒适的厅堂环境，优化客户体
验 ；将 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打 造
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为客户创造
价值、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

建行海南省分行纪委
运用信息化平台
助推纪检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李
翌）为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要
求，
实现纪检工作管理的跨越式提升，
建行海南省分行纪委充分运用各类信
息化平台，
进一步提高纪检工作质效。
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日常监
督。近年来，该行自行开发“三线网
格化日督平台”，通过日禁、日罚、日
报、日督、日警、日省六大功能模块的
运行，在全辖逐步形成“落实工作监
督、传导员工禁令、畅通举报渠道、掌
握违规分布”的网格化管理，最终实
现“纪律、合规、营运”三线工作“最后
一公里”的管理模式。该行纪委开发
推广运用“海瑞清风”工作管理系统，
使用对象包括全行各级基层机构负
责人和兼职纪检员、各派驻纪检组和
纪检特派员，
“ 两个责任”的落实、派
驻工作管理等情况通过系统“一键上
传”
“一键统计”，提升工作效率，强化
日常监督管理。
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业务管
理。该行纪委充分运用中央纪委案
件监督管理系统、中国建设银行纪检
监察管理系统，实现了对问题线索管
理、线索处置、立案管理、审理管理等

监督执纪主要环节信息的线上管理，
所有问题线索在系统中分办、流转、
办结，全流程可查询、可跟踪、可监
督，进一步规范了问题线索处理的程
序。此外，中国建设银行纪检监察管
理系统中包含了干部监督、廉洁档案
模块，形成了全辖领导干部的廉洁档
案库。
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宣传教育。
该行纪委充分利用行内企业信息门户
网站，
开设
“工作动态”
栏目，
报道本行
近期纪检重要工作和重要活动，明确
当前的工作安排和要求，加强对全行
纪检工作的指导；开设“学习之窗”栏
目，
及时收集发布国家法律法规、
党纪
条例及相关纪检监察知识以及各类警
示教育案例，方便广大干部员工根据
自己的时间，
随时接受警示教育；
开设
“审查调查”
栏目，
及时发布审查调查、
受到党纪处分的信息，
树立严肃、
准确、
透明的形象，
在全行范围内形成震慑。
下一步，建行海南省分行纪委将
持续注重在实践中学习、总结、提升，
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
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分行纪检工作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