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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夏元）重庆日报

记者2月11日从重庆北部公交公
司获悉，即日起，该公司开通从重
庆西站公交枢纽站至解放碑、红旗
河沟的两班定时发车的公交快车。

目前，重庆西站至解放碑的
公交快车发车时间分别是9：30、
10∶30、15∶30、16∶30；重庆西站

至红旗河沟的公交快车发车时
间分别是10∶00、11∶00、16∶00、
17∶00，沿途经停观音桥。

北部公交公司表示，这两条
公交实行一人一座，票价10元，
并将根据实际客流出行情况调
整发车发班。乘客可现场扫二
维码购票，也可关注“愉约出行”
公众号购票。

重庆西站开通至解放碑
及红旗河沟公交快车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
庆日报记者2月11日从四公里
枢纽站获悉，从即日起，该站开
通至南坪商圈的接驳车，免费载
乘客到四公里枢纽站乘坐长途
车。

四公里枢纽站负责人介绍，
2016年 6月，原南坪汽车站长
途班线搬迁至四公里枢纽站。
不过，目前仍有部分乘客习惯到
原南坪汽车站乘长途车。

对此，四公里枢纽站开通至
南坪接驳车，运行时间为每天7
时至19时30分。其中，接驳车
南坪上客点设在原南坪汽车站
门口环道处，四公里枢纽站下客
点设在枢纽站长途班车临时下
客处，车站方将根据客流量调整
接驳车运力及发车时间。

目前，四公里枢纽站日均发
送客流量约2万人次，预计2月
13日起将迎来节前出行高峰。

四公里枢纽站
开通至南坪接驳车
免费载客到车站乘坐长途车

本报讯 （记者 张莎）2月11日，市文明
旅游部门联席会议2018年第一次会议举行，来
自21个市级部门的负责人参会。为提升我市旅
游业服务水平和管理质量、塑造重庆旅游良好
形象，我市启动“山水重庆·文明同行”行动，由
市文明办牵头，市级有关部门参与，建立文明旅
游工作协调推进机制，让游客吃得好、住得好、
行得好、游得好、购得好。

让游客“吃得好”
打击隐瞒价格附加消费

围绕让游客“吃得好”，我市将开展文明餐
饮创建活动。倡导文明节约良好风气，开展餐
饮业诚信经营行动，明厨亮灶、阳光操作。落实
餐饮业明码标价，推行餐前消费确认，打击欺诈
宰客、虚假折扣、模糊赠售、隐瞒价格、附加消
费、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违规行为。

让游客“住得好”
杜绝黑旅馆拉客宰客

围绕让游客“住得好”，我市将开展文明住宿
创建活动。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码头等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杜绝“黑宾馆”“小旅店”拉客
宰客。升级改造或新建一批星级酒店、旅游宾
馆、文化主题客栈、乡村民宿和农家乐，改善帐篷
休息区、汽车露营地等户外住宿条件等。

让游客“行得好”
严查旅游包车甩客欺客

围绕让游客“行得好”，我市将开展文明交
通创建活动。加强交通执法，坚决打击非法营
运“黑车”，严厉查处出租车宰客、拒载和旅游包
车甩客、欺客等违法违规行动，开展洁化、绿化、
亮化、美化行动，全面优化旅游环境等。

让游客“游得好”
把好“入渝游”“出渝游”关

围绕让游客“游得好”，我市将开展文明
景区创建活动。争创文明旅游风景区，评选
文明旅行社、文明导游、文明游客、文明旅游志
愿者等文明旅游典型。把握“入渝游”“出渝
游”两大关口，加强对游客及市民文明旅游的
教育引导。

让游客“购得好”
开展“山城万店讲诚信”活动

围绕让游客“购得好”，我市将开展文明窗
口创建活动。在旅游接待、公共交通、医疗卫
生、商业零售等窗口行业开展“微笑满渝州”活
动，开展“山城万店讲诚信”活动。推进明码标
价和价格公示工作，增强经营者价格诚信意识，
保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从2月11日召开的市文
明旅游部门联席会议2018年第一次会议获悉，在“山水重
庆·文明同行”行动中，我市还将重点整治“黑车”“黑导”。

据介绍，我市将重拳治理“黑车”“黑导”“黑店”和不
合理低价、欺诈宰客、旅游合同违约强迫消费、无证经营
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斩断景区、旅行
社、游船、导游、购物店之间的“灰色利益链”，形成旅游
市场监管高压态势，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市、区县旅游部门将曝光查处一批不文明旅游行为
和突出案件，开展“文明旅游随手拍”活动，对乱扔垃圾、
乱涂乱画、插队加塞、高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引导
和教育。

我市将重拳整治“黑车”“黑导”

让游客吃得好、住得好、行得好、游得好、购得好

“山水重庆·文明同行”行动启动

2月2日，重庆火车北站南广场，返乡的孩子坐在行李箱上与大
人一起赶路。春运期间，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带着在异乡一起生活的
孩子返回老家过年，行李箱成了这些“小候鸟”的快乐平台。

记者 谢智强 摄

行李箱上的春运“小候鸟”

本报讯 （记者 张莎）2月11日，市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2017年，我市居民出境人数181万余人次，同
比上升2.6%；从江北国际机场出境的市民不断增长，达
到72.6万人次，占出境总量的40%。

出境目的地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香港、澳门、泰
国、越南、日本，而前往菲律宾、俄罗斯、老挝、新加坡、阿
联酋等的市民相对增幅较大。

这5个出境目的地重庆人最爱去

2 月 11 日，在重庆北火车站北广场“梦想驿
站”总站，旅客在志愿者特制的梦想树上写下新年
愿望。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两江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以及19个市级部门共同参与的“梦想驿站”
活动今年已是第6个年头。当日，来自两江新区
各企业的志愿者不仅提供了可印旅客名字的可
乐、VR技术、3D打印作画等科技服务，还有中国
结、剪纸艺术、红包、明信片、糖画等饱含年味的礼
品相赠，让北广场乘坐动车、高铁的旅客们享受了
科技与传统结合的暖心服务。

据统计，“梦想驿站”总站活动从2月5日开始
以来，已为约140万旅客提供服务，还将一直持续
到3月12日。 记者 张锦辉 摄

“梦想驿站”总站
已服务旅客140万人次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工行温度 点亮新时代美好生活让您感受让您感受让您感受让您感受
更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更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更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更有温度的金融服务

工行温度工行温度

智能服务
打造温馨体验式厅堂

去年4月的一天，去工行两路口支行办理
银行卡开户的市民张先生有了一次别样的体
验。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不再需要像往常那
样填写繁琐的纸质单据和一次次重复签名，在
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张先生只轻轻点触绚
丽的屏幕，全程通过影像识别、证件读取、电子
签名、人工核验，很快就办完了业务，连银行卡
和U盾都直接通过机器领取。张先生感叹：“第
一次在工行体验了一把人工智能服务，感觉太
棒了！”

据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适应现代社会
客户多层次、个性化、便利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工行不断探索“客户自助+人工协助”的智能
服务模式。客户通过网点配备的智能柜员机、
产品领取机、智能打印机等多种智能设备，可
以方便、快捷、安全地自助办理200多项金融
及生活业务。据测算，客户使用智能服务比在

柜面节省了70%—80%的时间，显著提升了客
户体验。

率先推进网点智能化服务是工行重庆分行
打造温馨高效的厅堂服务文化、传递工行温度
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工行重庆市分行明确
提出将各网点打造成“展示中心、管家中心、学
习中心，交友小站、休憩小站”，让客户享受个性
化、多元化的极致服务体验，极大地拓展了网点
服务和客户体验的内涵，服务效果显著。智能
化、多元化的网点服务，如同由相互连接的“末
梢神经”紧密编织的大网，传递着工行温度。

特事特办
提供便捷人性化服务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解客户急
难之困，方显服务本质。

去年5月28日，一位拖着拉杆箱的男子走
进工行渝北松树桥支行，面露难色、吞吞吐吐地
询问能否帮他存钱。原来该客户是做小本生意
的，几年下来攒了一整箱子硬币，担心银行不给
他存。网点负责人听闻，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
行清点整理，花了4个小时终于清收完毕，算下
来共计8800元。男子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连
连称谢。无独有偶，渝中和平路支行的5名工
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认真为客户清点了一万多
枚猴年纪念币，暖心的优质服务得到客户“手动
点赞”。

近年来，工行重庆市分行始终牢固树立“客
户为尊，服务如意”的服务文化理念，切实让每
一个前来工行的客户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
受。不仅如此，该行还不断提升人性化服务水
平，对于因老弱病残、意外事件等特殊原因，无
法由本人亲自来行办理业务的特殊客户，开设
绿色通道，做好柜台延伸服务，提供温馨的上门
服务，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去年12月27日，工行北部新区大竹林支
行受理了一位老年客户特事特办服务请求，网
点负责人李伟、客户经理黄俊专程上门为客户
核实信息启用银行卡。不久，这位客户送来感

谢信，对工行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热情、周到的
服务表示高度赞扬和深深的感谢。

工行的优质服务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
着每一个客户。很多服务甚至已经超出了金融
服务的范围，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服务新常态”。

严防风险
守护客户资金安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工行重
庆市分行既从大局着眼，主动把防范化解金融
系统性风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又从细微处
着手，严防金融诈骗，守护每一位客户的资金
安全。

去年7月19日，高科技科园支行成功堵截
一起疑似汇款诈骗案。当天，两位中年妇女来
到高科技科园支行，要求办理两笔同行实时转
账业务。在办理过程中，大堂经理发觉两名客
户之间交流的话语有些古怪，且两笔转款5万
元是到同一个账户，便当即询问客户是否认识
该收款人。得知两名客户均不认识该收款人，
而是通过第三方介绍作投资用后，大堂经理初
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汇款诈骗行为，当即劝
阻客户不要转账，最终客户终止了该笔交易。
大堂经理的做法避免了客户可能遭受的经济损
失，客户感激不已。

近年来，各种金融欺诈事件屡有发生，诈骗
的主要对象是文化程度较低且警惕性不高的中
老年人等群体。针对这一现象，工行重庆分行
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提高警惕，树立责任感，尤
其是为客户办理汇款业务时，务必询问客户是
否认识对方、是否有合理的转账理由；另一方
面，要求工作人员主动加强防诈骗的宣传活动，
让客户感受银行对每一位客户的关心和尊重。

去年9月，工行重庆市分行开展了“金融知
识普及月”活动，不仅在网点结合厅堂微沙龙为
客户宣传、走上街头为群众分发资料宣传，而且
通过走进居民小区、公司单位举办活动，利用客

户微信群、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广泛开展宣传，
提高了消费者对金融安全等知识的认识度，也
增强了工行的口碑美誉度。

情系民生
履行大行社会责任

工行温度，不仅有冬日里的暖阳，也有夏日
里的清凉。

去年6月2日，潼南营业室的工作人员发
现一位耄耋老人神情焦虑地走进营业大厅，经
上前询问得知，原来这位老人迷了路，也不记得
家人的电话号码。该网点通过民政、公安、电视
台等渠道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人。

“帮助老年人也是工行人应尽的社会责任。”网
点负责人介绍，网点常常遇到一些有困难的老
人，工作人员都会热情接待，并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传递着工行的
温情和温暖。

近年来，工行重庆市分行不忘初心，始终践
行“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服务理念，切实履行
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创新推出了多项服务“三
农”的惠民项目。

2017年，该行深入推进“流动便民服务车”
项目，购置了16台便携式智能设备，设置了2
台流动服务车，在多个乡镇进行宣传和推广使
用，为客户实时办理开户、社保卡启用、网银（手
机）银行开户、转账汇款等银行业务，有效延伸
客户服务触角，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经营效益。

该行还在各乡镇建有助农服务点75个，为
乡镇客户提供小额现金业务服务。同时分别在
万盛关坝镇、江津吴滩镇建成首批新型乡镇惠
民服务点，在原有小额现金服务基础上提供转
账汇款、业务查询、生活缴费等服务，进一步提
升服务点业务功能，扩大业务范围，切实满足乡
镇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谭叙
图片由工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回首2017年，工行重庆市分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温馨、

高效、优惠、安全”四大服务内涵，改善服务面貌、优化服务流程、严防金融诈骗、服务社会民生，以优质的

金融服务传递工行温度，点亮新时代美好生活，树立起新时代国有大行的崭新形象。

2017年1月，工行秀山支行在梅江镇吏目
村为当地居民现场办理社保卡启用服务。

2017年5月11日，工行渝中和平路支行利
用空闲时间认真为客户清点1万多枚猴年纪念
币，优质服务得到客户好评。

2017年3月3日，一男子到工行南岸支行办
理挂失销卡业务, 大堂经理发现异常, 网点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处置, 最终成功配合公安机关抓获
了电信诈骗持卡人，为客户挽回了经济损失。

2017年12月27日，工行北部新区大竹林
支行网点受理一老年客户特事特办服务请求，
网点负责人李伟、客户经理黄俊亲自上门为客
户核实信息启用银行卡。老人对工行工作人员
的热情服务深表感谢。

工行目前在各乡镇共建有助农服务点75
个，为乡镇客户提供小额现金业务服务，图为工
行万盛支行关坝镇惠民服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