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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中国银行手
机银行在功能建设、体验优化、
风险控制等方面均有长足的进
步，让客户真正体验到了“一机
在手 共享所有 一机在手
走遍全球”的便捷服务。

创新推出语音导航和搜索服务

新推出语音导航和搜索功
能，用户在手机银行首页点击
小麦克风按钮说出需求即可到
达相应的操作页面，例如客户
说“我要转账”或“充话费”将直
接进入转账或话费充值功能界
面，通过语音导航实现客户“一
说即达”。

在线自助注册手机银行功能

客户首次注册手机银行无
需再到柜台办理，尚未持有中
行卡也不受限制，通过在线自

助开通中行电子帐户并注册手
机银行。

外币现钞预约功能

中行的外币现钞预约具有
四大优势：一是币种全，目前手
机银行可预约18个外币币种，
基本能够满足客户大部分出行
国家的外汇需求。二是非中行
客户也能够使用这个功能，无
需登录手机银行即可操作。三
是预约时间跨度大，能够保证
客户出行前有充分的时间拿到
外币。四是实时反馈预约结果，
并且客户可以就近选择取钞网
点，非常便利。

特色跨境汇款服务

手机银行推出了跨境汇款
模板的功能，客户只要在电子
渠道进行过跨境汇款操作，就

会自动留存模板，下一次汇款
时可直接使用，操作简单便利。
针对留学生客群，手机银行还
推出了留学汇款服务，页面可
自动回显收款学校账户信息及
收款银行信息，目前已支持海
外500多家高校。中银智汇产
品，汇款到账时间最低可至两
分钟，汇款进度全程透明可查，
钱到了哪里一目了然；该业务
还支持全额到账模式，帮客户
提前精确算好如果收款人要收
到1万元，汇款金额应是多少。

签证通服务

客户可以查询7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签证需准备的材料清
单，其中部分国家也支持材料
整理及代办服务，客户只需按
照清单要求准备材料，将材料
邮寄至指定地点，就有专人协

助办理签证，大量节省客户准
备材料或者提交材料的时间，
也能够免除在使馆、银行、旅行
社间来回奔波的烦恼。

推出宝宝存钱罐服务

家长们可以非常便捷地为
孩子在线申请电子账户，当孩
子按时完成家长指定的任务时
给予孩子奖励，同时记录孩子
的成长足迹，一点一点帮助孩
子养成好习惯。宝宝存钱罐的
相关操作设计得充满童趣，例
如存钱方式可以是向小老虎喂
苹果。

打造互联网属性的活动平台

客户最直观的感受是参与
活动流程很顺畅，可以在线参
与并即时兑奖。目前，中行已陆
续推出“话费充值随机立减”

“惠聚中行日 电子券特价抢”
“爆款理财秒抢”“交易赠壕礼

大奖等你来”“移动支付扫码
立减”等五重礼，欢迎大家关注
和参与。

推出新型认证工具SIM盾

SIM盾将传统U盾植入小
小的SIM卡中，基于安全芯片
及非对称加密技术，可以为客
户提供更强的安全防护。目前，
已应用于手机银行大额转账交
易认证，后续将逐步替代现有
TOKEN认证，实现了手机银行
风险防控与客户体验的“双提
升”。客户可自行设置签名密
码，密码校验在SIM卡内完成，
有效避免木马拦截，更安全；认
证工具与手机合二为一，更便
捷；适用于多个手机机型，更通
用。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手手机机银银行行的的““自自我我修修炼炼与与提提升升””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樊伟宏) 15日，淄博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官网上发
布了今年第17期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信息通告，通告指出，
在近期市食药监局组织开展
的流通环节监督抽检中，共
抽取了食用农产品150批次样
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143批次，其中不合格样品7批
次，淄博合家福超市、淄博商
厦、大润发等多家企业销售
的食品“上榜”。

据了解，不合格产品情
况包括，淄博合家福超市连
锁有限公司良乡店销售的芹
菜，毒死蜱检出值超标；淄博
商厦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山
芹，氟虫腈检出值超标；淄博
合家福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泉
山店销售的牛后腿肉，检出
克仑特罗(瘦肉精)；淄博新星
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昆仑分店
销售的豆角，氧乐果检出值
超标；张店宏盛水产商行销
售的梭子蟹，镉检出值超标；

淄博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
售的菠菜，氟虫腈检出值超
标；淄川般阳沐然蔬菜超市
销售的长豆角，氟虫腈检出
值超标。

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表
示，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
合格产品，食品经营企业所在
地张店、淄川等区县的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已立即采取下架、
退市等措施，控制风险，并追
查不合格产品来源，对存在的
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淄博市食药监局通告7批次不合格食品

合合家家福福超超市市销销售售牛牛肉肉检检出出瘦瘦肉肉精精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开展
初一新生家长会，会上刘建国副校
长为各位初一新生家长们就家校
共育的重要性和意义作出强调，对
家长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初一
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
习惯和良好品质。

相信在五中家长学校这金色
摇篮的合力共育下，同学们会成长
得更加优秀。 (徐瑶)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文明
办、区教育局围绕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针对乡村学校少年设施修
缮、器材配备、制度建设工作来学
校进行检查督导。

检查组认为，学校少年宫文化
宣教氛围浓；各活动室能按照内容
布置，富有想象力；活动器材较全、
摆放整齐；管理制度健全，卫生状
况良好。 (徐瑶)

张店五中：

区文明办督导检查
学校乡村少年宫建设

张店五中：

开展初一新生
家校共育报告会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为了
加强学生健康卫生教育，培养
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组织了

“世界洗手日 勤洗手保健康”
活动。社区医生走进班级，向同
学们讲解了世界洗手日的由
来，洗手的重要性。 (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世界洗手日教育

近日，木李中心幼儿园为落
实学生资助政策，针对本园家庭
经济困难幼儿进行了走访慰问，
送去关心和温暖。重要的是让
经济困难幼儿家庭更加深刻
的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
关心，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于娇)

高青县木李中心幼儿园：

温暖资助 爱进万家

高青县第二中学：

组织建队日主题活动

为引导队员们继承和弘扬
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增强少先队
员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深化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用实际行把红色
基因传下去”主题教育，近日，高
青二中开展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建队日主题活动。(刘松松 李辉)

为增强全校师生语言文字
规范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写
字习惯，近日，敬仲中学举办
了“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
文明人”活动启动仪式。大家
纷纷表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来推动本次活动。 (李娟)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办说普通话启动仪式

近日，铝城一中举行了庆
祝重阳节大会，60多名离退休
教师及学校领导参加了会议。
不仅让离退休教师度过了一个
欢乐、祥和的节日，更让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在学校得以保持
和发扬光大。 (赵永志)

近日，金岭中心小学的孩
子们集结在星星火炬旗帜下，
开展了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69周年活动。重温誓言、
学习少先队知识等，并向全体
少先队员发出了“争做新时代
好队员”的有力号召。(曹胜钧)

近日，皇城一中开展了教师
党员与学生团员代表赴当地的
红色教育基地——— 许家村北海
银行研学实践活动。实践活动
中，党、团员们通过真实的历史
图片及注解文字了解抗战时期
北海银行的斗争历史。 (李波)

近日，潘南小学举行了
“ForClass”智慧课堂使用培训
活动，平台讲师围绕智慧平
台的备课系统、授课系统、资
源平台等功能展开现场讲解
与示范。老师们通过平板客
户端进行操作互动。(徐金芳)

家访贫困学生 为了解各
类奖助学金对受助学生及其家
庭的作用，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
流泉完小对本校贫困学生家庭
进行家访。 (杜玉鹏 王均升)

课堂搬进大自然 近日，
沂源二中150余名美术学生走
出校园，到农村田间地头进行
写生。展现新农村，新面貌“中
国农民丰收节”成果。(刘念华)

推门听课活动 近日，桓台
县起风镇华沟小学开展了推门
听课活动。真实了解教师的课堂
教学及学情等情况，促进教学研
究，打造高效课堂。 (刘晓东)

世界粮食日教育 为从小培
养幼儿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
习惯，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
儿园围绕“世界粮食日”的主题开
展了系列教育活动。 (齐翠香)

向国旗敬礼活动 为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增强爱国意识，近日，沂源四中开
展了向国旗敬礼活动，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翟乃文 刘士春)

队列队形比赛 为提高学
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体育精
神，增强集体荣誉感，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小学隆重举行了校
园队列队形比赛。 (王晗)

家校共育 近日，沂源县张
家坡中心学校开展了家共育从作
业开始活动。家长上传孩子的作
业，任课老师及时批改反馈，保证
作业质量。 (申克刚 王均升)

抵制秸秆焚烧 为防止因秸
秆焚烧造成大气污染和安全隐
患，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近日
开展了“小手拉大手，抵制秸秆焚
烧”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穆乃刚)

近日，张店十一中举办学生
书法剪纸绘画风采展活动，收到
参赛作品70多幅。此次活动旨在
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
力，丰富校园艺术文化氛围。作
品创作健康向上，形式多样，共
同赞美幸福的生活。（王新星）

张店十一中：

举办学生书画作品展

为进一步帮助一年级新生
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帮助家长掌
握辅导孩子的正确方法，日前，
召口小学召开一年级新生家
庭教育培训会。特邀请临淄区
成教中心包冬梅老师做了精
彩的家庭教育报告。(孙永莲)

教师示范课活动 近日，沂
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充分发挥
辖区内名师团队的示范引领作
用，积极开展“与名师同行”青年
教师培养系列活动。 (刘启凤)

建队日活动 近日，沂源县
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以第69个少
先队建队纪念日为契机，组织少
先队员开展建队日活动,加强对
学生的德育渗透。(陈标 崔君玉)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

临淄区金岭中心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智慧课堂平台培训

临淄区召口小学：

召开新生家庭教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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