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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小学生甩开书本提升综合素质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赵发宁

教育

2013年7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化玉军 组版：张静 C09今日日照

科技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让生活变得更简单、便捷。招商
银行抓住移动互联时代的机遇，为
客户创造“触手可得”的便捷服务，
刷新客户的服务体验。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IT技术
正经历着“跳跃式的进化”。今年3月
末，招商银行正式推出信用卡微信
客服，这是银行借助移动互联渠道
展开服务的创新之举。信用卡微信
客服在推出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万
客户绑定了招商银行信用卡的微信
客服平台，好评如潮。

7月2日，在推出信用卡微信客
服后的短短80多天，招商银行再度
宣布升级了微信平台，推出了全新
概念的首家“微信银行”。“微信银
行”的服务范围从信用卡服务拓展
为集借记卡、信用卡业务为一体的
全客群综合服务平台。

“微客服”升级为“微信银行”
招商银行一直将“服务”和“创

新”视为前进和发展的灵魂。正是基
于“因您而变”的经营理念，在看到
了机遇后，招商银行与腾讯积极地
开展服务技术开发。

升级后的“微信银行”覆盖了更
广阔的服务范围，不仅可以实现借
记卡账户查询、转账汇款、信用卡账
单查询、信用卡还款、积分查询等卡

类业务，更可以实现网点查询，贷款
申请、办卡申请、手机充值、生活缴
费、预约办理专业版和跨行资金归
集等多种便捷服务。此外，微信银行
的在线智能客服更可实现在线实时
解答客户咨询，为客户提供了非常
方便的咨询通道。

“微信银行”将逐步实现招商银
行全业务的在线智能客服

“微信银行”在线客服颠覆了现
有电话客服为主的服务模式，开辟
了客户服务的新渠道。涵盖了业务
办理、账户咨询、还款、投资、贷款、
支付等多项业务范围。

凭借先进的技术支持，招商银
行微信智能客服将快速的不断升级
后台知识库的建设，智能客服的服
务项目将覆盖客户常用的咨询需
求。此外，招商银行累计了多年对于
客户服务的数据，形成了庞大的客
服知识库，在线智能客服将可以随
时调动数万条知识做即时服务。

在线智能客服让客户更方便的
接触到服务，可以利用任何碎片时
间在线咨询，例如客户要去网点办
理业务前，可以在微信上先咨询办
理业务所需的材料，避免需要二次
办理的情况。

招商银行远程银行中心与卡中
心开创了24小时服务热线的行业服
务标准，并凭借优质的客户服务连

续八年获得“中国最佳呼叫中心”、
“五星级客户服务中心”、“全球最佳
服务中心”等荣誉。可以想见，应用
移动互联技术打造的在线智能客服
平台将成为行业新的服务标准与要
求。

“微信银行”功能强大，支持网
点查询、贷款、办卡申请和预约办理
专业版和跨行资金归集

“微信银行”除了人们所熟悉
的客户服务功能外，更便捷地提供
了网点地图和排队人数查询的功
能。客户在微信上点击“网点查询
和服务预约”的菜单并登录后，将
可以看到附近有哪些招商银行网
点和这些网点目前的排队情况，方
便客户选择排队最少的网点办理
业务。

除了以上功能外，想申请信用
卡、贷款或预约办理专业版和跨行
资金归集的客户，也可以在微信银
行选择相应的菜单，进行信息录入。
之后，便会有招商银行的客服人员
主动联系办理，该功能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业务办理的效率。

“微信银行”采用“手机银行”的
安全保障机制

“微信银行”是招商银行手机银
行的延伸，也是继网上银行、电话银
行、手机银行之后又一种便捷金融
业务服务渠道。对客户而言，它的便

利性进一步加强，对于一些常用业
务和便捷业务，客户可直接在“微信
银行”中进行办理，随时随地进行查
询、咨询与办理，客户的选择的空间
更大。

在微信银行中，凡涉及客户私
密信息的功能，均将在招商银行手
机银行后台进行办理，招商银行手
机银行采用SSL安全协议进行高强
度的数据加密传输，即使网络传输
的数据被截获，也无法解密和还原。
同时，招商银行采用双重密码、图形
验证码等全方位安全措施，确保客
户资金与信息的安全。在登录时要
提供登录名、密码，即使手机被他人
操作，不知道密码也将无法登录。在
用户退出手机银行或关闭手机浏览
器后，手机内存中临时存储的账户
密码等信息将自动清除，不会在手
机上保存。如果用户打开手机银行，
超过一定的时间未操作，银行后台
系统将自动注销登录。

“微信银行”是银行业客户服务
发展的新趋势

数据显示，数据流量占主导的
时代已经开始，类微信的产品正在
分流短信。根据工信部的最新统计
数字，2012年，全国移动短信发送量
达到8973 . 1亿条，同比增长仅2 . 1%。
按照去年我国手机用户增长11%来
计算，2012年人均短信发送量下滑

了9%左右。
鉴于微信具备信息表现形式丰

富、拓展性好、延展性好等特点，同
时可支持视频通话等创新功能，微
信将会为银行客服带来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招商银行“微信银行”的未来将
会实现更多创新的功能，也许有一
天，可以不去网点，通过用手机与招
商银行服务人员视频通话就可以进
行办理业务。未来有更多可能，让我
们共同期待！

招商银行强势推出全新概念的首家“微信银行”

体验途径：进入微信→朋友们→添加朋

友→①“扫一扫(扫描海报二维码)” →

加入关注

②“搜号码(搜招商银行)” →加入关注

培养兴趣爱好

暑期特长班受追捧
9 岁的成乐乐是日照市新营

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她把这个
暑假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每周
二上午上绘画课，每周三、周四、
周五是全脑记忆力课，到周末的时
候，她还要学围棋、古筝以及英
语。

成乐乐的妈妈告诉记者，这些
课程有的是常年班，有的是暑期
班，所有的花费加起来在 7000 元
左右。据了解，像成乐乐这样利用
暑期时间参加课外班的孩子不在
少数。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金海岸
小学对面的童画美术教育兴趣班，
该兴趣班的马老师告诉记者，针对
暑期，他们推出了绘画、书法、陶
艺等课程，其中，陶艺和绘画课程
比较火爆。

在该培训学校里一位家长乔
女士告诉记者，之所以让孩子选择

陶艺课，除了孩子自己喜欢之外，
更多的是让孩子通过玩泥巴感受
到泥土气息，城里的孩子很少能够
玩泥巴，在玩的过程中，能够贴近
大自然。

该兴趣班还安排了试听课，免
费让大家体验课程内容。“从放假
前 到 现 在 ，有 近 百 名 学 生 来 报
名。”马老师说。

无暇照看孩子

全托班挺受欢迎
文化课辅导班也受到不少家

长的欢迎。记者又来到一家叫英
禾教育的培训机构，在室外，工作
人员早已搭起遮阳伞，摆好桌子
向路人散发宣传彩页。不时有家
长带领孩子前来询问暑期班课程
安排事宜。

据该培训机构的丁老师介
绍，他们主打小升初，初升高的课
外辅导，因为对于还有一年就要
升初中、高中的学生来说，这是最
后一个暑假，所以很多家长和学

生都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时机，
这也是文化课辅导班火爆的原因
之一。

据了解，由于很多家长平时上
班无暇照看孩子，又不放心孩子独
自在家，暑期全托班也挺火热。

“这个班现在已经有10个左右的学
生了。”丁老师说。

因不能短期速成

音乐舞蹈班遇冷
记者走访中发现，与其他培训

班相比，音乐、舞蹈等兴趣班暑期
招生情况不太乐观。海贝尔培训学
校的负责人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
主要的课程安排都是常年班。

于老师说，在一个短短的暑假
期间，想学好一种乐器或者舞蹈，
有些不太现实，音乐不是速成的。
不过，可以让孩子通过短暂的学
习，培养兴趣爱好，丰富孩子的暑
期生活，但这样的学员又很少，所
以他们对暑期档并没有做什么特
别的安排。

今年暑假已经来临，日照市很多课外培训机构都推出了暑期特长
班来吸引已放假的孩子们。“绘画课程即将开课”“围棋暑期班报
名”……记者走访了日照市多家课外培训机构发现，特长兴趣班很受欢
迎。有的还顺势开设全托班，潜能开发班等，吸引家长给孩子报名。

本报 7 月 11 日讯(记者
徐艳 ) 暑期来临，很多

家长利用这次机会带着孩
子出国旅游，给孩子放松心
情，也让孩子长长见识。据
了解，自 6 月中旬开始，在
日照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
办理家庭亲子游、学校夏令
营护照的开始增加，最多时
每天办证 200 多人。

7 月 11 日上午 9 点，在
日照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
内，郑女士夫妇带着儿子正
在大厅内办理护照。

郑女士告诉记者，她和
丈夫是私营企业主，这次他
们打算趁儿子放暑假，带他
到香港迪士尼乐园去玩。

“每年寒暑假我们全家都会
制定旅游计划。”

“去年寒假，我们全家
去了英国，那趟旅行给孩子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女
士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礼貌和卫生。他们休息的地
方、厕所等公共区域都很干
净，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
都会爱护环境。另外英国的

文化底蕴，也让孩子十分着
迷。郑女士觉得，这对于增
长儿子的见识非常有帮助。

在大厅的另一个窗口，
45 岁的王女士打算全家办
手续到美国旅游，而这次出
国主要是为了给高考结束
的女儿放松一下。

“女儿今年高考考得不
错，这次出国也算是对女儿
的奖励了。”王女士笑着说。

日照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自 6 月中旬开始，随
着中小学生相继放假，前
来大厅内办理护照的人员
也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
每 天 仅 学 生 就 有 2 0 0 多
人。截止到目前，办理学生
出国游护照的就已经达到
1000 多人次。

该工作人员介绍，这些
出国旅游的学生中，三分之
一的是家庭亲子游，还有三
分之二的人员是学校组织
的出国夏令营。旅游目的地
主要是新加坡、韩国等周边
国家。

暑期催热学生出国游

一天有200多人办理护照

在某美术培训班，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素描。

7 月 11 日上午，一家三口在出入境大厅内办理护照。
本报记者 徐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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