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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能化代表未来科技
发展方向，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智慧金融产品会带来哪些全
新的体验？重庆未来智慧金融建
设将如何发展？带着诸多问题，在
智博会前夕，我们走访了部分金融
机构。

科技金融产品日益丰富

“科技创新对银行业的影响是
前所未有的。”我市金融界一资深
人士深有感触。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银行业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的智
慧金融服务产品，让金融行业在业
务流程、业务开拓和客户服务等方
面得到全面的智慧提升，实现金融
产品、风控、获客、服务的智慧化。

如工商银行围绕 e-ICBC战
略，在建设“融e联”、“融e行”、“融
e购”三大平台基础之上，推出了工
银e支付、工银e生活、工银e校园、
工银e投资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在
重庆分行落地推行的“税e贷”，仅
在去年就拓展客户140多户，发放
贷款1.47亿元。

建行重庆市分行力推的“智慧
校园”生态圈尤为引人注目，借助

“虚拟现金池”、“学易付”等金融产
品，搭建起涵盖教育主管部门、学
校、学生、家长的“智慧校园”生态
圈，实现了金融服务与校园生活的
有机结合。

而重庆农商行按照147NN战
略规划，目前已经建成以“1朵云”
为核心、“4化”为目标、“7个统一”
为骨干、“N个平台”为支撑、“N种
场景”为延伸的新型智慧银行，以
及重庆银行推出的人脸识别等等，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亲身感受到了
智能化给生活带来的方便快捷。

智慧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智慧
金融建设在抓住大数据、智能化应
用的同时，还必须走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让智慧金融实现高质量发
展，才是我们迎接未来的最好姿
态。”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6月初，工信部正式发放
5G商用牌照，怎样抓住5G时代机
遇实现智慧金融建设的高质量发
展，已成为我市各家银行纷纷进行
战略谋划和抢滩登陆的重中之重。

为抢先5G时代，8月14日，农
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高速集团共
同推出多项移动支付的便民措施，
将会在重庆所有高速收费站都实
现移动快速支付。

交通银行也始终将“金融+科
技”作为该行的战略核心之一，在
未来，交行主导的“智慧安居平台”
系统将能围绕用户“购”“住”“修”

“换”“贷”“租”6个方面开发相应
产品并提供服务，拥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业内人士表示，运用金融科技
的思维、技术和手段，多层次、广维
度、立体化综合服务场景初步成
形，让智慧金融深入到市民的日常

生活中，借助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的发展，推送服务、定制化产品
将逐渐成为金融销售趋势。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运用区块链技术助企业跨境融资

近年年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开辟业
务发展新领域，积极引导我市国有及民营企业
在境外市场发行美元债进行融资。

据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该行联合中信银行总行及中信证券海
外机构落地南岸城建7000万美元海外债投资，
联合信银国际投资金科集团、合川城投海外债
共5300万美元，落地海外债规模居全市第一。

值得一提的的，前不久，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强大推力，创新产品与服务，
运用跨境区块链技术，实现询价报价、资产发
布、债权转让等“一站式”服务，为本地企业解决
跨境融资难题，成功落地首笔信用证区块链福
费廷业务2亿元，最大限度地缩减企业交易成
本，提高其融资效率。 张锋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
微信预约，半小时内完成对公开户

近日，浦发银行上线企业客户预约开户服
务优化流程。据了解，新开户预约流程由客户
通过微信发起。客户只需使用微信扫描浦发银
行提供的开户预约二维码，选择预约开户网点
和账户性质，录入相关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基
础信息，并上传企业开户所需证件影像，经浦发
银行审核通过后，即可自动预约开户。

企业通过微信上报的资料审核无误后，网
点柜面可打印企业开户信息及相关表单，并向
企业提供单位结算账号，客户只需签章确认，待
账户满足启用条件后即可正式使用，柜面开户
受理时间仅需30分钟左右。 李海霞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
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过40亿元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紧紧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
融改革”三项任务，始终坚持“本币优先”原
则，切实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截至
2019年 6月末，累计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超过40亿元。

特别是在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发展过程
中，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主动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发展，加大对重点客户的营销力度，有力
推动了跨境人民币信用证、保函、贷款等授信产
品的发展。截至6月末，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
分行累计支持 “一带一路”贷款超过225亿
元，支持项目超过220个，融资支持项目和余额
逐年稳步提升。 谭叙

■短评》》

抓住机遇就会拥有未来

曾经人声鼎沸的银行营业大
厅如今被更多智能机器、网络平
台取代，银行的无人营业厅以及
完全智能化的业务办理，更是让
人耳目一新。

显然，智能化的大势所趋，对
传统金融服务手段造成了颠覆性
的冲击。

当前，在大数据和智能化的高
速推动下，我市金融行业纷纷抢占
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倾力开发科技
金融产品，倾心打造便民智慧银行，
重庆银行业智慧金融建设正在跑
步进入智能化的新时代。

借力智博会，实现新跨越，我
市银行业如何走上高质量发展之
路？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这既是本届智博会的主题，也正
是智慧金融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道
路的强大驱动力和前进方向。

未来已来。谁抓住了机遇，谁
就会成为未来的主人。 张锋

刷脸取款、刷脸支付、无卡换U盾、扫二维码打印交易明细……这些在过

去很难想象的场景，如今已悄然而来，正融入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智慧金融，让生活更精彩

“以前来这里取钱存钱需
要在柜台排队很久，现在不但
快捷了，还可以在这里轻松查
到附近的美食等，非常方便。”
刘先生很久没有带家人到解放
碑来游玩了，这次来体验了农
行重庆市分行的智慧银行后，
一直赞叹不已。

“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
越便捷。”据农行重庆市分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4月20日，农行
全国首家金融科技体验店——智
慧银行在重庆解放碑正式亮相
后，成为了以客户为中心、把客户
当主角的智慧银行典范。

走进农行智慧银行，客户
可以与机器人向导交流沟通，
通过人脸识别，可享受由大数
据和智能AI分析量身定制的
产品组合推荐；可使用财富计

算器，自主选择产品组合；可根
据买房、买车、留学等个性需
求，以游戏的方式体验丰富的
定制场景，充分体验金融科技
带来的智能便捷。

下一步，农行将加快推进
网点转型，为客户带来全新的
智慧金融创新体验，为市民提
供更加安全、优质、便捷的金融
服务支持。 张锋

智慧银行有什么？VR、机器人、人脸识别一个都不能少

在农行重庆市分行解放碑DIY智慧银行，市民正在体验智能穿戴设备。

■相关报道》》

不忘从医初心 牢记医者使命

在云阳县中医院有这么一群人，他
们长期奋斗在医护一线。他们是健康
的守护者——医师。

在临床一线，医师们用爱心、细心、
热心点燃了患者生的希望；用精湛的医
术，赢得了社会一致好评。在8月19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用发自内心
的声音很好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大爱
精神。

肾病科主任余荣华
倾心尽力为患者服务

“面对现实，活在当下；自己做自己
的主人；生命在于运动。真心感谢全体
医护人员对我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血液
净化中心是我的第二个家！”8月19日
下午，在肾病科血透室，家住云阳南溪
镇的程女士说。程女士2013年被查出
患有慢性肾小球肾炎，2016年发展为
尿毒症，然而她如今看上去几乎和健康
人没有区别，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

“像程女士这样阳光、积极向上的
患者，在医院还遇到很多。”肾病科主任
余荣华说，做医生的职责就是减轻患者
痛苦，让患者满意、舒心、快乐。

谈起从医16年来的感受，余荣华

说得最多的就是“亏欠家人太多！”“法
定节假日，对我们算是一种奢侈。为
了患者能安心、放心治疗，我们只能进
行不定期的轮休。”余荣华说。

“电话24小时开机。半夜只要电
话一响，条件性的反应‘又有急诊病人
了’。”余荣华说，记得有一年冬天，好
不容易轮休，凌晨2点，电话响了：“余
主任，快，有一个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急需出诊。”余荣华只好告别温暖的被
窝，踏上为患者救治的路上。

“没有假日，无怨无悔。为了患者
的健康，我们将倾尽全力，用精湛的医
术为每位患者服好务。苦点、累点，这
不算啥，只要赢得患者的尊重就行。”当
着患者的面，余荣华说出了内心的想
法。

心内科副主任曾闯
愿做患者健康守护神

5月3日晚11时45分，云阳县黄
石镇杨柳村，一名88岁的老年患者在
家中突然出现胸痛，被心内科诊治为急
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医生立即让
他嚼服“心梗一包药”，迅速启动导管
室，行急诊PCI治疗。行冠脉造影提示
右冠中段局限性狭窄约99%，前降支
中段局限性狭窄约99%并钙化，成功
于前降支中段病变处、右冠中段病变处
各植入一枚支架。经过近50分钟的急
诊手术，患者两支血管均被成功开通，
病人转危为安。

6月29日7时10分，来自四川省

宣汉县一名36岁青年男子突然出现胸
部持续性疼痛伴大汗淋漓。通过医院
胸痛中心网络平台会诊诊断明确后，立
即嚼服“心梗一包药”后飞速转往县中
医院。经30多分钟的持续抢救，患者
意识恢复、大动脉搏动可触及。行冠脉
造影提示右冠状动脉近中段可见大量
血栓。用血栓抽吸导管反复多次进行
血栓抽吸，抽出大量红色血栓，再次造
影提示血管通了、血栓消失了，患者得
救了。

……
谈及与死神赛跑，心内科副主任曾

闯如数家珍。
曾闯从医10余年，见证了无数生

死离别。科室接纳最多的患者就是冠
心病、心衰、心律失常患者。“日门诊量
达30余人次，最多的一天做过12台手
术。每年从死亡线上拉回的患者达30
余人次。”曾闯说。

“心肌梗死出现心室颤动、心脏骤
停，如得不到及时的抢救复苏，4-6分
钟后会造成患者脑和其他重要器官组
织的不可逆损害。如果得不到及时救
治，会产生脑死亡，就算救回来也会遗
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成为植物人。”
刚下手术台的覃和平主任医师接过曾

闯的话说。
在8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曾闯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付出，能
得到患者的一句‘谢谢’就够了”。患者
在面对生死选择时，作为医生，有责任
和业务为他们护航。

急诊科医师张军
筑牢院前急救生命墙

“今天谁值班？快，这里有一名患
者冠心病突然发作，急需救治。”

“县中医院吗？快，四方井这里有
一个人被车撞了，很严重。”

“急诊科吗？我院收治了一名摔倒
后失语达10小时的患者，需要你们的
及时帮助。”

“急急急，快快快”这就是云阳县中
医院急诊科张军及其同事们每天所要
面对的生活。

据张军介绍，科室有6名医生、4台
救护车，每天除了正班外，还得准备3
个备用班。

在急诊科5年，张军细数了个中酸
甜苦辣：有接诊后患者不付费用的；有
亲自抬着担架在泥泞中爬行的；有半路
患者突然离世的；有背着180斤大汉从

8楼下来的……张军对在该院肿瘤科
上班的妻子说得最多的就是“老婆，我
今天要加班，娃儿就麻烦你照顾一
下”。可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对于
同在一个医院上班的夫妻来说，有时也
成了一种奢望。

“院前急救，其实不是简单的‘拉个
病人’，必须掌握全面的医疗知识。通
过患者症状，及时向相关科室报告准确
信息，为挽救患者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所以，这堵‘生命墙’我们一定要筑牢。”
张军说。

超声科医师张素红
隐蔽战线守卫健康

在一间黑屋里，表情严肃，拿着一
个探头，对着一台仪器，在病人身上涂
着一层滑溜溜、粘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
东西……这可能是大部分人对超声科
医生的印象。

对于超声工作，很多人认为是美
差。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不上夜
班，貌似也不加班。“我们虽然不上一线
夜班，但经常有急诊。只要接到电话，
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不管是下雪、暴
雨，还是刮大风，我们都必须准时赶到

医院。”张素红说。
超声检查作为临床诊断的一项重

要依据，对操作医师的技术水平和经验
都有很高要求。检查部位不同，判断和
诊断就不同，像孕妇超声、心脏超声、腹
部超声等，分类多且细，医生既要亲手
操作，又要亲自诊断，身兼技师和医师
两份工作，责任重大，要慧眼、巧手、心
细，一丝不苟。

“我要感谢我的职业，是它让我知
道如何平等、善良、真诚地对待每一个
生命，是它让我理解了活着就是一种美
丽！我要感谢我的职业，是它让我懂得
了如何珍爱生命，明白了平凡就是幸
福，奉献让我更美丽。”在8月19日这
个特殊的日子，张素红发出了内心感
慨。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龙泉表示，全
院医师要更加努力地担负好全心全意
为病人健康服务的责任，以更大的勇气
刻苦钻研，挑战疾病的未知世界，更加
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职业形象，成为人们
值得尊敬的人。

马太超 郑琼
图片由云阳县中医院提供

云阳县举行卫生健康系统
“歌唱祖国”文艺汇演

8 月 19 日下午 2 时 30 分，为庆祝
第二届医师节，激发全县卫生健康战
线广大干部职工的爱国情怀，展示广
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
凝心聚力，坚定信念，弘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
业精神，由云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办，云阳县中医药学会、云阳县中医院
承办的“歌唱祖国”文艺汇演在云阳县
中医院学术厅拉开帷幕。

汇演现场，医务工作者通过音乐
情景短剧、歌舞、小品、合唱等方式，再
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同
时也展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爱祖
国、甘愿奉献的精神面貌。

经过激烈角逐，云阳县中医院表
演唱《中医之光耀古今》获得本次汇演
一等奖。

云阳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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