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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金融知识，优化金

融消费环境，有效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是银行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法则。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

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始终把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摆在与业务发展并

驾齐驱的重要位置，依托建

行总行确立的金融科技、普

惠金融、住房租赁“三大战

略”，以诚信、优质、高效、普

惠的服务，扎实推进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深入、有序开

展，切实履行国有大行社会

责任，努力为人民群众建设

美好生活。

根据金融监管机构和建

总行的统一部署，建行重庆

市分行已全面启动 2019 年

“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教育活动。本次宣传活动

参与网点 281 个，覆盖率达

到100%。全行上下联动，通

过全媒体宣传和进校园、入

社区、到企业等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一系

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宣

传活动，将金融知识送到消

费者身边，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履行社会责任 普惠美好生活

建行重庆市分行全面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立体发声
普及金融知识进万家

加强公众宣传教育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不
可或缺的一环。为保障今年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教育活动有序开展，建行重庆市分行成立了以分
管行长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的工作
领导小组。各支行也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具体
详细、可操作、可执行的活动方案，充分利用多种渠
道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
式普及金融知识，引导广大群众不断增强金融防范
意识，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

银行网点是消费者了解金融知识的重要窗
口。建行重庆市分行坚持以网点为阵地开展宣传
活动。除了网点日常的宣传活动外，“3·15”消费者
权益日宣教活动期间，还通过设立咨询台、教育宣
传栏，发放宣传折页、张贴海报、播放LED视频，向
来网点办业务的客户和过往行人普及金融知识。
针对不同人群金融知识的薄弱环节和金融需求，宣
传人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赢得了广大群众的
一致好评。

同时，建行各分支行、一线网点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针对老年群体、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商业
群体等不同人群，组织开展进老年活动中心、进社
区、进学校、进工地、进商圈等主题活动，通过歌舞、
小品、演讲、金融知识问答等鲜活的方式，普及个人
信用知识、识别假币、防范理财风险、防范电信诈
骗、抵制“校园贷”“现金贷”等内容。

建行还积极适应当今金融消费者的需求特点，
设计制作视频短片、微电影、H5等有针对性的金融
知识宣传作品，利用微信、互联网站、户外广告、电
视台等传播渠道开展立体化宣传，营造出金融知识
宣传的热烈氛围。预计本次“3·15”金融消费者权
益日宣教活动，建行将开展各类宣教活动超过百
场，发放宣传资料近十万份。

安全守护
牢筑金融安全防火墙

近年来，非法借贷、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校园
贷等案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对此，建行重庆市分行除了在每年“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等重要节点，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
动，还积极强化安全管理工作，为消费者财产安全
筑牢防火墙。

日前，建行观音桥支行成功堵截了一起汇款诈
骗案。当天，两位中年妇女来到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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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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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都是通
过第三方介绍作投资用后，大堂经理敏锐地判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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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避免遭受经
济损失。事后，两位客户连连道谢，为建行工作人
员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专业能力赞叹不已。

这只是建行主动作为，守护消费者资金安全
的一个缩影。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
环境愈发复杂，不法分子作案手法花样翻新。对
此，建行通过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强化员工消保意
识、规范制度办法、加强内部管控等举措，为保护
消费者财产安全设置了重重防火墙，帮助消费者
识别出一个个诈骗陷阱，切实履行了国有大行的
社会责任。

科技赋能
创新优质服务惠民生

刚刚大学毕业的小王通过建行“建融家园”平
台，在沙坪坝大学城顺利租到了一套价格实惠且可
长租的公寓，“实在太感谢建行了！”

“建融家园”是建设银行推进“住房租赁”战略
的重要举措之一，利用该平台，消费者可远程看房、
房源验真、透明租房。目前，在重庆，该平台已覆盖
主城九区和全部区县，累计出租房源7000余套。

保护消费者权益，最根本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
优质优惠的服务。建行重庆市分行积极落实总行

“三大战略”，以金融科技战略为支撑，协同推进住
房租赁、普惠金融战略，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
以优惠便捷的服务惠及广大消费者，全面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建行“公积金快贷”，满足在重庆市缴存公积金
且符合建行快贷条件客户的各项消费贷款需求，可
随时随地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申请，实现“秒
申，秒批，秒到账！”

“建行惠懂你”APP和“小微快贷”系列产品，为
广大小微企业主提供全流程在线快速融资服务，24

小时自助贷款。
建行龙卡系列信用卡，如“惠分期”、“惠生活”

等，涵盖汽车、安居、车险、旅游、培训、百货等市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购车分期、安居分期、商户
分期、账单分期等齐全的分期产品体系。

在建行智能化网点，消费者可以感受非本行客
户人脸身份信息登记，通过人脸识别获得快贷额
度，在“千人千面终端”量身定制理财计划，在智能
交易区通过识别后直接在移动终端购买产品。

利用建行“劳动者港湾”APP，普通劳动者和广
大市民可以查找附近网点，解决喝水、歇脚等急难
问题。目前，建行重庆市分行在全市281个网点设
立了“劳动者港湾”，实现了全覆盖。

……
建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保护消费

者权益，建行责无旁贷。建行将秉承‘以客户为中
心’理念，以智能化创造高品质生活，深度开发智能
化便民利民惠民的应用，持续以专业、贴心、暖心的
服务，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保护消费者权益，努力
让每一位客户微笑而来、满意而归。”

渝轩 谭叙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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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客 户 为 中

心 ，以 服 务 创 造 价

值。”兴业银行重庆

分行坚持总行“以客

户为中心”的核心理

念，了解客户需求，

解 决 客 户 难 点 、痛

点 ，为 客 户 创 造 价

值，从规模银行向价

值银行转变。近几

年以来，该行积极开

展“ 网 点 大 美 在 行

动”活动，旨在切实

提升网点整体形象，

有效提升员工服务

水平和服务内涵，决

心用3年时间擦亮兴

业招牌，塑造网点新

形象，推进优质服务

新升级。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网点大美在行动”构建消费者服务“兴”格局
精细管理 规范服务行长远

早上8:40，兴业银行江北支行晨会准时开始，相
互问好、仪容自检互检、财经播报、运营通知、柜员服
务演练、厅堂服务演练、班前准备、厅堂巡检……一
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之后，9:00正式开门迎宾。

不只是江北支行，利用每日晨夕会进行服务流
程通关演练，如今已成为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各支行
网点的“保留节目”。每天的晨夕会都有一个服务
流程主题，所有人员统一工装、工牌，练习规范的
行、站、坐、引导手势、服务用语等，不断规范服务行
为，提升服务能力。

自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开展“网点大美在行动”活
动以来，各营业网点积极行动起来，从网点设施布局

“硬件改造”到人员督导培训“软件升级”，以精细化
管理推进规范化服务，全面提升网点整体形象。

首先，从厅堂内各岗位人员的办公桌清理着
手。做到大堂咨询台、理财、现金、非现金区域办公
桌简洁清爽，填单台摆放合理规整，填单模版清楚
明了。

接着，对营业厅内各项设施、物品的摆放进行
规范。一个整洁、明亮的厅堂，无形中为客户增加
了信任感，让客户心情愉悦。

最后，进行检查督导，实行人人监督制。营业
厅管理人员在以身作则、规范自我的同时，不断督
促员工的行为，每天要求大堂人员一日三巡，做好
厅堂各角落的巡检督导工作。每周三服务晨会，对
上一周的检查情况进行通报。长此以往，员工自觉
做到严格按照总行标准自我规范，逐渐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营业厅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服务工作更加讲究细节，
只有做好精细化的服务，才能走得更长远。”

贴近客户 温暖服务显真情

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银行也越来越重视
“客户服务”这个命脉。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一直视
营业厅为最重要的客户服务阵地，以“贴近客户”为
服务理念，为客户打造“温暖厅堂”。

一天，一位老人满头大汗来到大渡口支行厅
堂，径直朝储蓄窗口奔去，开口就骂：“你们就是骗
子，把我钱骗了！”见状，厅堂主任杨雅卓立刻上前
询问，并将老人家带到贵宾室休息、安抚。同时，通

知理财经理查询客户账户情况，发现老人家购买的
理财产品已经到期，由于没有办理预约赎回，投资
收益到账了，但本金却已经转到下一个周期。

从跟老人家聊天得知，她的老伴生病住院急需
用钱，可钱取不出来，她就着急了，觉得自己第一次
买理财就被骗了。杨雅卓耐心给老人家解释说明
了情况，在向分行请示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后，把客
户的理财产品在官网上进行挂单转让，顺利转让成
功。老人家在拿到钱的那一刻，激动地一个劲地说

“谢谢”！
如今，客户走进兴业银行的大厅，有热情的大

堂经理迎接；办理业务，有满面笑容的柜员处理；咨
询理财，有专业的理财经理服务：疑难杂症，有厅主
任安抚解决。各个岗位，联动协作；每个环节，环环
相扣。一句亲切的问候，一个灿烂的微笑，以真情
诚信铸就服务，让每一个客户都感受到了春天般的
温暖。

随需而变 爱心服务暖人心

一天，龚女士急匆匆走进兴业银行观音桥支行
柜台办理取款业务，也许是太过着急，密码输错多
次，以致账户被锁住。重置密码需客户本人持身份
证办理，无奈之下龚女士说出实情。原来，卡为其

母李女士的，因其母已年过九旬，且生病住院多日
不便行动，故托她来代取款。营业厅主任经过详细
询问，得知其母虽年龄大，但头脑清楚，且就在附近
医院，便与会计主办商议，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医院
为客户服务。在医生的陪同下，核实客户身份，为
病床上的李女士办理了密码重置业务。

事后，龚女士为观音桥支行全体人员急客户所
急，想客户所想，耐心、细致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行
为所感动，并拨打了总行95561服务热线，要求对
观音桥支行全体服务人员进行表扬。

无独有偶。兴业银行御景天成社区支行也处理
了一件密码锁定事件。一天，91岁高龄的廖婆婆来
到支行寻求帮助，其老伴赵爷爷的银行卡因多次输
入错误密码而被锁定。赵爷爷年岁过高且腿脚很不
方便，目前住在养老院，无法亲临柜台办理业务。家
中子女又不常在身边，导致这张卡已经被锁定两
年。现老两口急需用钱，希望银行能给予帮助。支
行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报备分行寻求解决方案。为
保证两位老年客户的资金安全，联系其子女协助一
起办理业务。随后，该支行行长及业务经理来到养
老院，上门进行情况核实和身份核实，得到赵爷爷的
真实意愿后，办理了密码重置，卡片终于可以正常使
用，赵爷爷一家再三道谢。“非常感谢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负责人表示：“客户需求是

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时刻关注客户需求的变化，及
时调整我们的服务，随需而变。坚持站在客户的立
场去思考问题，把简洁、方便、高效留给客户，把繁
杂和不便留给自己，真正让客户体会到‘金融服务
有温度’。”

注重细节 守护安全尽职责

守护人民群众资金安全，银行责无旁贷。在兴
业银行，有这样一群专业的工作人员，为守护人们
的资金安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一天上午，兴业银行渝州路支行保安队员苏承
华进行例行安全巡视时，发现客户等候区座位上遗
留一个背包，经询问周围客户均无人认领。在对背
包进行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后，苏承华立刻联系营业
厅值班人员，查看监控回放，确认该背包为李先生
遗落，随后积极联系客户核实确认。最终遗失的背
包完整地交付到失主手中。李先生对兴业银行保
安人员及员工拾金不昧的精神、热情服务的态度给
予了高度赞扬。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通信诈骗手段层出不
穷。为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兴业银行不仅在网点及
周边为客户、群众做好防范诈骗宣传，还走进居民
小区、公司、学校举办活动，利用微信群、朋友圈等
新媒体平台广泛开展宣传，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活动，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金融安全知识的认识度，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赢得了客户的充分信赖。

时值“3·15”消费者权益日，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总结分析了网游诈骗、兼职诈骗、“扫描二维码”诈
骗、冒充客服诈骗、“退税、退款、领取补贴”诈骗等

“十大诈骗手段”，提醒广大市民增强警惕性和主动
防范意识，做到“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多求证”，
有效防范金融诈骗。

当前，非法校园网贷诈骗案频出，严重危害学
生人身财产安全。兴业银行重庆分行总结了裸条
贷、刷单贷、就业贷、培训贷、回租贷等各种诈骗手
段，指出这些校园贷实际上都是以低利息、无担保、
快速放款作为诱饵，隐瞒实际费率，诱导学生反复
借款，陷入贷款陷阱，并向广大学生发出自觉抵制
校园贷倡议书，引导学生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谨慎
选择金融服务，争做金融好网民。

谭叙
图片由兴业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