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银行专栏

奉献爱心播散希望
——宁波银行营业部青年志愿者走进宁波致和学校

“小朋友，你们知道银行是做什么的

吗？”“老师，我知道，是存钱的地方，我

爸爸妈妈经常说要把钱存到银行里

……”近日，一群佩戴青年志愿者徽章的

年轻人走进宁波致和学校，向学校捐赠

图书，送上一堂“我是小小理财师”的金

融知识课。

为弘扬雷锋精神，关爱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群体，宁波银行营业部等单位的

青年志愿者来到宁波致和学校，开展了

主题为“共享阳光，快乐成长”学雷锋系

列公益活动。

宁波致和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义

务教育民办学校。志愿者向三年级、四年

级的图书角捐赠了《大林和小林》、《爱的

教育》、《小王子》、《细菌世界历险记》和

《写给儿童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套书

籍。志愿者还给三四年级的每位小朋友

送上一本《小学生生字词典》，希望他们借

助词典多阅读，通过书本开阔视野,增长

知识，陶冶情操。

活动中，志愿者“客串”了一回老师，

通过PPT演示，声情并茂地向孩子们讲授

“我是小小理财师”金融知识，以自身所

长，向孩子们传授金融知识。

一名爱心志愿者表示，“这些小朋友

跟随父母，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是

需要我们给予更多关爱的群体，我们想力

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在宁波度过

更加美好的童年。”

宁波银行营业部爱心青年志愿队自

2012年起，连续六年组织志愿者开展学雷

锋公益活动，通过开展“春风送暖，感恩社

会”学雷锋系列公益活动、“一点一真情，

一典一滴爱”为红星小学捐赠字典活动、

“凝梦·筑爱”爱心助学活动、“以爱之名·

四季相伴”关爱环卫工人活动、慰问空巢

老人行动、义务植树等公益活动，奉献爱

心，播散希望，传递社会正能量。

宁波银行秉承“公平诚信，善待客户，

关心员工，热心公益，致力环保，回报社

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努力将经营管理

与履行社会责任相结合，大力回馈社会。

除了宁波大本营之外，宁波银行已在上

海、杭州、南京、深圳、苏州、温州、北京、无

锡、金华、绍兴、台州、嘉兴12个城市设立

分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宁波银行努

力开拓经营，在保持稳健发展的同时，始

终不忘支持公益事业，组织开展了慈善捐

赠、结对助学、敬老助孤、定点扶贫多种形

式的公益活动，形成企业参与和员工自发

参加机制。为此，宁波银行曾连续三届获

得宁波市“十大最具爱心捐赠企业”称号，

连续两届荣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

慈善突出贡献奖（单位奖）”，并被媒体评

选为 “最佳公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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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对于信用卡客户体验而言，常见的有
两大“痛点”：一是办卡手续繁琐且时间较
长，就算是通过网络自助办卡，也得去银
行核实身份；二是领到了信用卡，先前的
刷卡促销活动或已过期或者调整。

为提升客户体验，兴业银行首创“信用
卡O2O场景快发”新模式，升级“网络自助
办卡”流程，实现在商户现场直接办卡、开
卡。客户在商户通过手机等移动端提出办
卡申请之后，无需亲临银行，通过工作人员
随身携带的核访设备“金融自助通”就能验
证身份，随即获得虚拟账号进行消费，从而
实现信用卡申请“立等可取”。

“我们的快发模式遍布全国大型商场、
超市和母婴综合商店。这一模式下，客户
现场申请信用卡，现场核验身份，虚拟账号
实时生效，马上就可以使用该虚拟账号进
行网上支付，或绑定手机等设备进行线下
消费，为客户提供了极速的便利。”兴业银
行银行卡与渠道部总经理汪宇表示。

在上海第一八佰伴，陈先生亲身体验
了兴业银行“信用卡O2O场景快发”模式

的便捷。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
过手机申请“兴动力”信用卡，提交信息后
不到5分钟便收到审核通过短信，随即凭
借身份证和短信完成身份验证，现场拿到
了信用卡虚拟账号。当天正好遇上兴业
银行与商场联合举办3·8节“满400立减
200”促销活动，陈先生立即将虚拟账号
绑定手机快捷支付，为女友选购节日礼物
的同时立享了优惠权益。“办信用卡这么
神速，第一次体验到！”陈先生感叹到。

兴业银行“信用卡O2O场景快发”模
式将过往相对分割的“办卡”、“核卡”、“消
费”环节融合，创造性地为客户开辟了一
个现场办卡、当场核卡、即刻刷卡的一站
式“服务窗口”，实现银行发卡与刷卡促销

“二合一”，又一次刷新了信用卡消费金融
的场景应用，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
消费的“快”需求。

据悉，兴业银行目前已在南京、杭州、
南昌、合肥、宁波等30多个大中城市推广

“信用卡O2O场景快发”模式，现场核发
信用卡已超过8万张。

近日，“心服务 新旅程——第四届
321同程旅游节”在北京、华北、华西、苏
皖、浙江等全国各大区域同步启动。在延
续去年高福利的基础上，在玩法和体验上
全面升级。在确保百旅会会员、精英会会
员高积分抵扣等专属权益的基础上，为浙
江的广大用户提供了一系列诸如花漾九
寨、无忧北京等主题线路，以满足不同细
分人群的出游需求。

旅游节期间，为让浙江VIP客户更直
观地感知到“心服务 新旅程”，3月18日

至3月19日，同程旅游浙江分公司响应
全国，在杭州、宁波、温州、浙中四个大区
相继开展同程VIP会员日活动。百旅会、
精英会会员皆可在活动现场享受到VIP
专属福利：价值39元的稻花香有机大米
（1kg）入场即赠；歌诗达邮轮赛琳娜号日
本4晚5日邮轮游、曼谷+芭堤雅5晚6/7
日游、清迈跟团游、拉瓦格（吕宋岛）跟团
游、西安目的地参团游及VIP积分奖励入
场即可抽取。

包佳

第四届321同程旅游节
全国同步启动 “浙”里福利不停送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反假币意识、普及
鉴别假币方法，中国银行奉化溪口支行近日
赴宁波海超电子有限公司开展反假币送教
活动。网点工作人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假币
鉴别海报、反假币宣传折页等资料，耐心仔细

地向企业员工宣传识别假币的知识和技
巧，并针对企业财务人员作了一对一答疑。

该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教授反
假币知识和能力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风
险，赢得客户信任和好评。

中国银行奉化溪口支行
赴企业开展反假币送教活动

100余个汽车品牌参展，数十款新车
上市发布，推出专享购车特惠价，更有精
彩活动HIGH爆现场！3月24日-27日，
让我们一起去国际会展中心参加第二十
七届宁波国际汽车博览会吧！

本届展会集聚8大展馆、100余个汽
车品牌、1000余款车型，众多品牌全车型
展出，厂方直销，厂方特惠，低于团购价，
只在车博会。

更有宾利、阿斯顿马丁、迈凯仑、兰博
基尼等豪车亮相现场，为您呈上一场华丽
的汽车盛宴。同时，车博会通过丰富的汽
车周边活动，重新激发人们对于汽车的热
爱，各种观赏、体验、互动活动，让您尽情
享受汽车所带来的美好生活。

旋转木马、过山车、小火车、大章鱼等

精彩纷呈的气球主题造景，美轮美奂的灯
光秀，打造了一个梦幻游乐场！本届车展
上，几万个气球构成五彩斑斓的儿童乐
园，让您和您的孩子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里！车博会还专门为各位家长设置儿童
活动休息区，为大家提供舒适的玩乐环
境。

本届车博会四天举办期间，将每天特
设免费地铁接驳巴士，坐地铁一号线到海
晏北路站，出站就有免费接驳巴士将你直
接送到会展中心！

本届车博会门票价格为50元。大家
不要在场外买黄牛票，多为假票，将被拒
绝入场。车博会门票只有展会期间，在现
场售票窗口有售，其它地方我们是不设售
票处的哦！ 记者 包佳

本月24日 第二十七届国际车博会等你来

3月12日下午，EWG女子大奖赛在
奥迪城市展厅举行。在经历了两天的激
战之后,16支战队终于决出了各个小组
的前两名，全国城市赛的八强战队也正式
诞生！

“EWG”全称国际电子竞技女子俱乐
部大奖赛。2016年EWG英雄联盟项目
部在全国16个主要城市开设赛区。经过

海选、城市冠军赛后决出16个城市冠军，
参加位于宁波的全国总决赛，总决赛的8
支胜出战队将与4支国内知名职业女队
以及4支国外邀请队共16支队伍举行最
后的EWG年度国际总决赛。国际总决
赛将在4月14日至17日与宁波国际电
竞互娱博览会同步启动，奖金池高达50
万人民币。 包佳

EWG国际总决赛全国八强诞生

即刻生效 兴业银行刷新信用卡发卡模式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获
宁波银行业信息科技考核先进集体“三连冠”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在宁波银监局组织
的2016年度宁波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
考核中，荣获先进集体一等奖，成功蝉联“三
连冠”，系唯一获此殊荣的国有商业银行。

2016年，该行贯彻落实中国银行总行
对信息科技工作提出的“打牢基础，推动转
型，突出重点，破解难点，走在前列”要求，
促进业务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坚持以信息
系统安全为第一要务，优化人员和岗位配

置，整合和简化工作流程，狠抓基础建设，
利用ISO20000及 ISO27001体系建设全
面提高信息科技管理水平和运维服务能
力，在助力业务发展和加强内部管理上取
得明显成效。

2017年，该行将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应
用，推动技术架构转型，同时进一步加强与
同业、兄弟行的交流，不断提升科技服务水
平，为全行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保监会于 2017 年 1 月发布了
《2016年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通
报》显示，2016年国内保险消费投诉情况
整体持下降趋势。太平人寿当年保险消
费投诉总量为170件，同比下降64.06%，
降 幅 远 大 于 行 业 平 均 下 降 指 数
（38.80%）。

此外，据保监会发布的《2016年保险
消费投诉情况统计表》所示，太平人寿
2016年亿元保费投诉量仅为0.18，远低于
2016 年 行 业 整 体 亿 元 保 费 投 诉 量
（0.43）。众所周知，亿元保费投诉量的高
低，是业内用于衡量一家保险公司运营服
务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因此该统计表

也印证了太平人寿的运营服务能力远远高
出行业平均水平。

太平人寿始终保护消费者权益,无论
在任何时期,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都是太平
人寿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科学化处理投诉
案件工作上,专门开发了一套投诉处理系
统。该系统能够使案件受理、处理、结案等
各个环节得以有效记录并实时跟进,发现
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投诉系统反馈至相关部
门，这就确保了每一个客户的服务诉求都
能得到响应。公司还对一年期以上的保单
进行新契约回访,回访成功率保持在
98%。

陈艺林

不止3·15，权益保障365
2016年保险消费投诉出炉
太平人寿投诉率同比下降64.06%

二百自建店以来，一直秉持着“二百
天地，老少无欺”的经商理念。即日起至3
月19日，为了感谢顾客对二百品牌的认
可，回报顾客，回馈社会，二百给顾客送来
实惠大回报。

商店系列最大优惠3·15折起。凡在
二百消费均可享受“包邮”服务。此外，二
百还开展3·15特殊服务日活动，开展10
余项免费服务项目。当天上午，商场员工
在商场西大门为消费者提供免费咨询，开
展顾客满意度调查、免费申领贵宾卡，免

费皮带打孔、眼镜清洗等服务。当天下
午，商场特邀宁波市珠宝检测站专家坐镇
商店黄金珠宝6S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
供免费珠宝鉴定。此外，当天还有羊毛绒
衫免费“去球”处理；旅行箱（包）免费开锁
……此次活动更有二百特色“五星服务”
现场亮等。

二百的活动，建行来助阵，活动期间，
刷建设银行信用卡消费满1080元，赠精
美毛毯一条；满3800元，赠西门子电动牙
刷一支。礼品丰富，精彩不断。 包佳

诚信3·15 宁波二百真情回报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