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工商银行淄博分行首
家智能化网点在张店支行营业
室正式对外提供服务，这也是全
市银行业第一家智能化网点，标
志着工行智能化服务水平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工行在同业中率先打造的
银行智能化服务模式，以“全程
智能、全新体验、全面服务”的崭
新姿态展现在市民面前，为客户
提供“任意一点接入、线上线下
互联互通、全程响应”的一体化
金融服务智慧渠道。

进入工行张店支行营业室，
就可以看到一个服务专区—“互
联网金融快速办理专区”，智能
柜员机、智能打印机、存取款一
体机、查询及转账机等一字排
开，开卡、办网银、挂失、缴费、汇

款、转账、修改密码、购买理财产
品、几乎所有种类的不包括2万
元以上的现金业务、100多项金
融服务功能，都可以在此处自助
操作。

工行智能化网点采用“客户
自助+协助服务”的服务模式，当客
户抽号等待办理银行卡业务，现
场大堂经理即刻引导到快速办理
专区，客户点击屏幕上“我要开
卡”，进入服务流程，从阅读电子协
议开始，到插入二代身份证，输入
开卡信息，设置密码，电子笔输入
个人信息地址等到电子笔签名，
再到工作人员现场复核开卡信
息，最后客户从机器内领卡，全程
仅仅不到3分钟的时间。

营业室内实现了WiFi网络
全覆盖，电子银行体验区为客户

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客户可全方位体验工行网上银
行，感受“融e购”、“融e联”、“融e

行”三大线上服务平台的便捷，
同时还可体验“线上POS”以及

“工银e投资”等互联网金融创新
产品。

工行智能化网点的投产，不
仅显著提升了银行业务办理效
率，推动了网点从“交易处理型”
向“营销服务型”转变，更为客户
带来了“贴心、省时、便捷、互动”
的全新金融服务体验，获得了客
户广泛好评。

工行淄博分行电子银行负
责人表示，智能银行是工商银行
加快互联网金融战略的重要举
措。接下来，该行还将在全市范
围内加快推进智能化网点和自

助银行建设，与全市居民共同分
享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带来的

方便和快捷。
(于朝峰 韩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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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为了回馈广大手机银
行客户，满足随时随地摇一摇的
兴趣，今年4月1日-12月31日，建
行将继续开展“手机尽情摇”活
动，玩游戏、抽大奖，带给用户不
一样的金融服务体验。

建行始终秉承用户第一的
服务态度，时时回馈，“建行手
机尽情摇”更是将丰厚大礼回
馈给用户，实实在在的为用户
谋福利。

“善建者行”，建行一贯将
企业的品牌文化放在首位，从

产品细节处凸显产品特色，从
需求上满足大众，提升用户体
验，建行坚持做最好用、最实
用、最便利的手机银行。多年
来，建行堪称银行业的领军和
标杆企业，密切关注行业动态，
紧跟时尚潮流，满足用户需求，
并针对银行业务进行多项探
索，此次活动是建行根据大众
需求结合游戏的趣味性和手机
银行的便利性，带给用户更多
的新鲜感受。

活动期间，手机银行客户

端客户通过完成符合条件的转
账、“悦生活”手机银行支付业
务或投资理财业务，可获得摇
奖的资格，在交易成功页面点
击“手机尽情摇”入口进入摇奖
页面，摇晃手机参与抽奖。没有
次数限制，用户只要满足条件
即可参与摇奖，有机会获得话
费充值卡、善融商务电子券、
iPad mini等丰厚大奖。用户摇
奖后，无论中奖与否，在摇奖页
面将参加活动经历分享至指定
社交网络，即可额外获得一次

冲击神秘大奖的机会。
此外，若用户想要了解活

动详情，查看奖品信息，可在建
行手机银行客户端首页底部的
菜单栏即可找到“摇一摇”或

“我的最爱”菜单，点击进入“手
机尽情摇”查询。

“手机尽情摇”活动的设计
理念是让用户在最短的时间，
用最便捷的方式即可参与活
动，这样便捷的操作正是建行
用户至上态度的彰显，也是手
机交互设计的完美呈现。

做时代的先行者，这是建
行一直以来奉行的准则，关注
科技进步，着眼社会发展，立足
时代潮流。无论是在界面设计
上还是产品功能设定，完美的
用户体验、先进的技术开发、良
好的视觉感受、强大的功能、科
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还有人
性化的产品设计，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用户最好的产品。

春暖花开，建行浓情献礼，
“建行手机尽情摇”带给您不一
样的感官刺激！

建建行行““手手机机尽尽情情摇摇””活活动动进进行行中中
从现在起持续至12月31日，丰厚大礼回馈用户

中行淄博分行：

追追求求卓卓越越，，建建设设学学习习型型银银行行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一直倡

导“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沟通
协调，与人为善，成就他人”的
职业精神，坚持“自我培训自我
提高，相互培训共同提高，缺啥
补啥”的学习原则，在员工的教
育培训方面，勇于创新，追求卓
越，努力建设学习型银行，全力
打造当地最好银行品牌。

一、创新服务规范培训，提
升市场竞争软实力

分行组织了全员“一个不
能少”的服务与管理全面提升
培训，历时2个月，这是该行建
行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培训对
象最广泛、基础性、系统性、专
业性最强的一次培训。培训以
强化“国学”的感恩思想为基
础，以实现“热情、自然、流畅、
和谐”的标准化服务为理念，坚
持“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
原则，通过“干中学、学中干”，
实现了员工服务技能的提升，
有效推动了全行标准化服务建
设。

为更好地巩固培训成果，
把员工学到的服务理念、行为
标准更好地固化为行为习惯，
分行随后又开展“管理与服务
提升年”活动，通过多次召开专

题推进会议，开展“服务就是竞
争力”思想大讨论、规范服务礼
仪大赛、“最美营业厅”和优秀
柜员评比、刊发《内部通讯》服
务主题专刊等活动，在全行形
成了规范化的服务标准和管理
体系，分行服务与管理水平实
现整体提升。两年多来，分行成
功入选“山东省十大服务品牌”
企业，辖内涌现出了一批“最美
服务厅”和“服务明星”，并有多
家机构分别荣获国家级“青年
文明号”、“山东省服务名牌”等
荣誉称号。分行营业部更是再
次被中国银行业协会评为“中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
范单位”和“中国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五星级营业网点”，这是
淄博地区金融同业，也是山东
省中行系统内唯一一家获得

“百佳”称号的单位。
二、创新营销行动学习，提

高客户拓展力
分行本着“学中干、干中

学”的学习工作理念，系统组织
了 两 届 创 新 营 销 行 动 学 习
( ISAL)，历时14个月。创新营销
行动学习以“创案例、学案例、
用案例”为导向，以各支行分管
行长和客户经理组成的团队为

主体，以分行条线部门的产品
经理为支持，以问题导向的专
题培训和定期性的实战业绩大
赛为手段，培训过程注重员工
的参与性、竞争性、实效性，有
效推动了全行营销模式的转
型，促进了客户拓展的的批量
化、项目化、公私交叉联动营
销。

分行编辑了《金融解决方
案案例汇编》《市场营销拓展计
划案例汇编》《对公产品分析及
营销话术》，刻制了两届创新营
销大赛光盘，累计评选出了3 7

个行动学习优秀团队和53名行
动学习优秀学员，真正将学习
和培训完全融入到全行市场拓
展中，融入到员工职业化人才
培养，融入到营销团队打造，实
现了员工能力和机构业绩的双
提升。

三、创新传导机制建设，提
升和谐企业文化凝聚力

分行启动“一个不能少”企
业文化共识营培训工作，历时2

个月，全行员工无一遗漏全部
参与。培训中，每个员工得到一
份 本 人 的“ 互 动 沟 通 分 析 报
告”，在企业文化共识营培训
中，结合个体分析报告，对和谐

企业文化理念进行了全面、系
统、完整的讲解，使“干群之间
和谐、员工之间和谐、员工与客
户之间和谐、分行与周边环境
之间和谐”的文化理念具体化、
形象化，把机构和个人的发展
愿景结合起来，增强了员工文
化认知度和凝聚力，达到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
效果。结合员工讲的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分行编辑了《企业文
化故事集》，员工自我觉察能力
和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全行凝
聚力进一步增强，干事的激情
和热情更深一步激发。

为将企业文化共识营的成
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分行随
后开展了“创建文化墙”活动，
推行了“五会”制度，即晨会、夕
会、周会、月会和季度分析会；
明确了晨会“六个一”标准，即
一分钟表扬、一分钟批评、一分
钟目标、一分钟分享交流、一分
钟风险提示；加强了传导的“四
个到位”管理，即到条线、到支
行、到客户经理、到客户，确保
全行上下传导不走样、不变调，
既传递压力和任务，也传导激
情、技能和方法，通过制度、机
制、流程和文化的传导，使管理

达 到“ 无 缺 页 、无 重 叠 、无 漏
项”。同时，还积极倡导自觉文
化，抵制“不自觉、伪自觉、欠自
觉”的行为，使各单位都能在大
家认可的和谐企业文化氛围中
成长、成才，实现快乐工作、快
乐生活。

近年来，中国银行淄博分
行在学中干、干中学，培养了65

名行动学习内部促动师，同时
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培训教育经
验，近2年编辑刊发2 1期《培训
专刊》，在全辖营造良好的学习
氛围、传导先进的学习理念和
方法，2 0 1 4年分行条线员工培
养开发综合考核名列全省第 2

名。2015年，在省行智库建设项
目中，分行向省行推荐5 5篇智
库案例，1 6个案例分获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分行获得“智
库建设项目优秀组织单位”荣
誉称号。分行将按照“标准要
高、要求要严、目光要长”的要
求，进一步发挥条线教育培训
管理职能，积极引导全行的业
务发展、提升全行综合服务能
力以及和谐企业文化建设，建
设学习型银行，打造当地最好
银行品牌。

(李同崎)

搭搭载载11..22TTHHPP高高效效动动力力 新新CC44LL将将于于88月月66日日全全擎擎上上市市
日前，我们从东风雪铁龙官

方渠道获悉，新C 4L将于 8月 6

日全擎上市。届时新C 4L将推
出3个动力总成，共9款车型，而
售 价 仅 1 3 万 元 起 ，与 上 一 代
C4L相比，入门价明显降低。而
与速腾、新明锐的同级别车型
相比，新C 4L在价格方面的竞

争力也更胜一筹，这让新C4L的
上市显得更具看点。

此次新C4L的最大亮点在
于全新1 . 2THP发动机的推出，
该发动机和1 . 6THP、1 . 8L一起
组成了全新的动力组合，成为
同级别中动力配置最为丰富的
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然而动力并不是新C 4L

的全部，“澎湃动力+人性化科
技”才是对新C 4L最贴切的诠
释。在外观和配置方面，新C4L

也迎来了全面的提升，外观上新
增爱琴海蓝色，将更受年轻消费
者的青睐，而舒适配置和科技
配置的提升也将给消费者带来

更多的超值驾乘感受。
新C4L搭载的这款1 . 2THP

发动机号称“最强小排量发动
机”。最大功率100KW，1750转就
可以达到230Nm的峰值扭矩，并
且可以持续到3500转，动力表现
十分出众。百公里油耗5 . 4L的出
色表现更是让大家对这款发动

机的节油性能刮目相看。在刚刚
过去的“2015国际年度发动机”评
选中，这款1 . 2THP获得了1 . 0L-
1 . 4L组别的国际发动机大奖。8

月6日，新C4L即将全擎登场，届
时具体售价也将浮出水面。究竟
新C4L为消费者准备了一场怎样
的惊喜？答案即将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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