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 18CHONGQING DAILY

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 胡东强 彭光灿 美编 刘键

发挥“拉杆箱”智能优势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有了‘拉杆箱’，不用到网点就能办理业务，工商银行的便捷服务真正体现

了‘您身边的银行’！”“‘拉杆箱’操作很简单，步骤很明了，既方便又快捷。”“业务

种类齐全，功能强大，工行的服务真是太好了！”最近，总有客户的好评不断向工

行重庆建西支行涌来。而他们口中的“拉杆箱”，正是工行重庆市分行通过金融

科技创新，向客户推出的开展非现金业务服务的小型智能设备。

肩负国有大行的责任与担当，工行重庆市分行紧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

理念，将服务作为立行之本，坚持以服务创造价值。特别是近年来，该行深耕金

融科技领域，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持续创新

“拉杆箱”等金融产品，着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了老百姓身边

的贴心银行。

>>网点随叫随到

实现客户“零跑腿”

“这些设备真是太好了，服务也这
么好，还主动上门帮我们来解决问题，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看着工行工作人
员带来的移动设备帮民工激活了工资
卡，綦江区石角镇回伍村某公路工程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赞叹不已。

原来，因为给民工们办理的工资
卡一直没有激活，而距离最近的网点
有20公里的车程，该负责人最近一直
忧愁不已，“白天民工们忙于公路项目
建设，根本没有时间前去网点办理工
资卡激活，取工资成了他们的一大难
题。”

获知此情况后，工行重庆市分
行迅速出动。5月 24日一早，分行
相关部门与綦江支行组成“拉杆箱”
服务团队，冒雨穿过泥泞的山路来
到回伍村，为当地30余位民工客户
及时激活了工资卡，同时按照个人
需要为其办理了转账汇款、开立手
机银行等相关业务。

科技赋能，创新引领。这个让民
工们惊叹的“拉杆箱”，正是工行重庆
市分行专门为客户提供非现金业务服
务的小型智能设备——便携式智能柜
员机，也是网点实现“走出去”服务的
有效工具。为民工办理工资卡激活，
只是“拉杆箱”服务实现客户“零跑腿”
的一个缩影。“通过‘拉杆箱’，一头连
着客户，一头连着员工，可以上门为客
户办理各类银行卡开卡启用、开销户、
网上银行开户、产品领取、转账汇款、
生活缴费等金融业务。”工行重庆市分
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市场、在企业、在学校、在医院、
在社区、在乡村……工行重庆市分行
网点的员工带着“拉杆箱”为客户提供
上门金融服务，将便捷的金融服务送
至客户身边，为客户真正构建起“您身
边的银行”。

>>坚持协同联动

练好服务“基本功”

工行重庆市分行相关部门党支部

聚焦基层网点在实际客户服务和业务
发展中反映的便携式智能柜员机（以
下简称“拉杆箱”）问题，紧紧围绕贯彻
新发展理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为基层减负
赋能等要求，自发地组成“拉杆箱”服
务团队，主动深入基层、客户身边，治
痛点、解难点、提效率、优服务。

与此同时，工行重庆市分行渠道
管理部、金融科技部、个人金融业务部
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立足保障好
网点厅堂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拉
杆箱”设备效能，进一步提升网点外拓
营销效率。

加强业务培训和宣传。工行重庆
市分行组织各分支行深入认真学习总
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拓营销服务支
持的通知》文件精神，并确保熟悉掌握

“拉杆箱”设备网络接入的正确方法和
最优方案，以及设备审批流程和双录
情况说明，切实提高拉杆箱设备使用
的灵活性、快捷性和合规性。

定期反馈“痛点”问题。工行重庆
市分行组织各分支行定期主动了解

“拉杆箱”设备使用部门和基层网点的
意见建议，全面、深入、及时的掌握设
备实际使用情况，上下联动、多方协
调，切实解决“痛点”问题。

积极推广简化审批流程。为帮助
基层网点减负，工商银行总行、重庆市
分行今年对审批流程进行了优化，即
从二级审批简化为一级审批，减少了
业务审批的环节，次日即可生效，有效
缩短了业务审批的等候流程。

工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以网点为重心”的服务理念，
切切实实地发挥“拉杆箱”服务效能，
为客户和员工办实事。

>>以匠心守初心

共谋民生新福祉

据工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行目前已配备了98台新一代版
本“拉杆箱”，覆盖了重庆市所有行政
区域，“只要客户有需求，服务就可以
触达，让客户少跑腿，让服务更便捷，

切切实实为客户办实事，办好事。”
“拉杆箱”只是工行重庆市分行积

极践行大行责任，充分发挥“八大优
势”的一个缩影。该行按照“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把党建引领和
服务赋能有机结合，结合业务经营实
际情况，聚焦群众关心的痛点、难点问
题，注重发挥网点阵地作用，充分应用
科技优势，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

例如，工行重庆市分行在全辖
300余个网点实现“工行驿站”全覆
盖，配设饮水机、应急药箱，提供热饮、
雨伞、手机充电、无线上网、老花镜、放
大镜、防疫必备物品，面向环卫工、快
递员、交通警察及其他户外作业人员
等广大劳动者，提供“歇歇脚”“喝口
水”“充充电”“上上网”等服务。此外，
该行还依托“工行驿站”积极开展金融
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努力为山城市民
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工行重庆市分行
还特别关注老年客户在信息化时代的
金融服务需求，着力破解老年客户面

对智能服务“不会用，不敢用”的难
题。如建北支行推出“温暖相伴”服务
措施，重点加强对老年客群一对一的
辅导，通过手把手、面对面的辅导老年
客户群体使用智能设备，包括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ATM等，充分用好工
行针对老年客户推出的工行“幸福生
活版”手机银行，为老年客户群体设置
字体大，语音操控，可绑定亲情账号等
特点功能，获得了老年客户的赞赏。

“自家孩子都没有你们对我这般的耐
心。”许多老年客户感慨。

用心服务无止境，客户至上显真
情。以产品为依托，以服务为核心，积
极推动服务精细化、人性化、专业化、
贴心化，工行重庆市分行真正做到了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排客户
之所忧，越来越能担得起客户满意、信
赖的银行。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切实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聚焦群众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徐一琪
图片由工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服务智能高效的“拉杆箱”设备 为工人办理工资卡激活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21]13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21年6月23日9:00－2021年6月28日17:00。若有疑
问，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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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1
086

X21
087

X21
088

X21
089

土地位置

北碚区北
碚组团I
分区I36-
01-1/
06、I36-
01-2/
06、I45-
01/04号
地块

北部新区
B标准分
区B1-5/
02、B1-
6/02、

B3-1/02
号地块

江北区铁
山坪生态
区配套服
务区控规
组团E-
1/03、E-
2/03、E-
4/03、F-
1/03号地

块

江北区大
石坝大路
村80号
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一类居
住用
地、商
业金融
业用地

住宅、
车库

现用途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一类居
住用
地、商
业金融
业用地

住宅、
车库

土地面积（㎡）

原面积

109540

265313

373407

16606.26

现面积

109540

265313

373407

16606.26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
筑规模（㎡）

原规模

164310

919827.13

115179

74728.18

现规模

230157.72

952917.66

142834.1

74728.18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164310

663248

115179

61623.98

现规模

164310

663248

115179

61623.98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13.4

169.62

255.4262

1160.1414

原土
地使
用权
人

重庆
弘骏
瑞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重庆
浚亮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重庆
财信
恒力
置业
有限
公司

重庆
凯弘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调整依据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
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其 中 住 宅 转 商 业
837.50平方米应补缴地价
款）；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
积65847.72平方米（车库
62155.65平方米、设备房
1745.92 平方米、幼儿园
1946.15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
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
积33126.53平方米（其中
车库25484.93平方米、设
备用房1581.71平方米不
计征地价款），不计容商
业 6059.89 平方米、住宅
转商业27.51平方米补缴
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
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
积 27655.1 平方米（其中
车库5631.5平方米、配套
设施 13350.64 平方米不
计征地价款），不计容住宅
6704.88 平 方 米 、商 业
1968.08平方米补缴地价
款。

该项目为危旧改拆迁安置
房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土
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住宅
61538.65 平方米和车库
13189.53平方米房屋分摊
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
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
款。

X21
090

X21
091

巴南区界
石组团R
分区

R06-1-
3/04、

R06-1-
4/04号宗

地

江北区观
音桥组团
H标准分
区H06-
1-1/03、
H06-1-
2/03地块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197345

26447.1

197345

26447.1

199318.45

113232

289288.49

157626.02

199318.45

113232

199318.45

113232

60.7187

3.9104

重庆
龙湖
凯晟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重庆
科锦
置业
有限
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
加，涉及用途比例转换（住
宅转商业1379.97平方米
需补缴地价款）；新明确不
计容建筑面积 89970.04
平方米（车库87154.49平
方米、配套设施 2815.55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计容规模未增加，涉
及住宅转商业62.07平方
米应补缴地价款；新明确
不计容建筑面积44394.02
平方米（车库 40597.2 平
方米、设备用房及其他
3796.82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

大数据和AI算法赋能

“新高考通”帮助学生
选择理想学校和专业

2021年重庆取消“文理分科”，全面落实“3+1+2”模
式。高考改革的实施，让重庆的新高考志愿填报也有了
新的变化。

日前，腾讯教育结合重庆高考志愿填报政策，在大
数据和AI算法的加持下，推出“新高考通”模拟志愿填
报工具，通过“四大核心功能”和“三大场景应用”，以信
息化手段解决考生、家长报考志愿难题，帮助学生选择
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解决用户需求痛点
“新高考通”赋能高考志愿填报

据悉，重庆考生志愿数达到了96个，这对于高
考改革下的重庆考生与家长来说，要想系统科学地
掌握志愿填报方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精
力成本和技术成本。

基于重庆用户的需求痛点，腾讯教育选择从大
数据+AI 算法入手，在微信端、QQ端推出“新高考
通”模拟志愿填报工具。“新高考通”不仅可以匹配重
庆高考模式，还适配各省高考政策，包括国内顺序、
平行2种投档方式，7选3、6选3、3+综合等7类高考
模式28种不同的志愿表规格等。据了解，这套算法
在2017年时就在首个开展文理不分科的浙江省开
始采用，经过3年的优化，目前取得较好的指导效
果。

四大核心功能
科学生成多角度志愿填报方案

“新高考通”借助智能填报志愿、录取概率测
算、学校热度监测、就业薪酬大数据四大核心功能，
以AI驱动向考生提供匹配选择和概率测算。

其中，智能填报志愿功能依托自身的大数据分
析能力，在考生输入分数与省份，可形成院校优先
填报、专业优先填报和智能填报志愿3个方案。院
校和专业优先填报借用“新高考通”AI算法和大数
据技术，可为考生快速推荐可冲院校、稳妥院校和
保底院校 3 个梯度的大学和专业适合的大学专
业。智能填报志愿则可根据考生意向生成包括个
性化、地区导向、院校导向、考研、留学、就业导向等

10种定制化方案。
多角度志愿填报方案的高效生成离不开其

余三大核心功能的智能辅助决策支持。其中，录
取概率测算功能是“新高考通”根据录取分析、历
年数据、各专业组录取情况三大维度分析目标学
校，并根据政策和招录情况，综合预估学校录取
位次和考生的成绩位次，一键测算录取概率。

同时，“新高考通”还通过全网监测学校关注指
数、有意报考的考生人数、有意报考的考生分数段
以及过往招生计划等多个维度数据，利用人工智能
算法计算得出大学报考热度值，辅助报考决策制
定。

随着就业好和薪酬高的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
们选择专业时最为看重的参考指标。“新高考通”基
于考生职业生涯规划，给出了专业或院校两个维
度，提供院校就业去向数据，包括平均薪酬、专业与
岗位就业去向匹配、就业城市分布等，为考生及家
长提供全面的就业大数据。

三大场景应用
让志愿填报信息检索更精准

高考的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除了以专业、院校、就业前景和薪酬为考量因素
外，还需要综合学生的性格、兴趣爱好等因素进行
抉择。就此，“新高考通”将所有影响考生填报志愿
的因素纳入其中，并结合自身多年高考数据沉淀，
从高考资讯、院校/专业信息查询、模拟志愿填报三
大核心场景为用户提供服务，保证志愿报考各环节
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其中，高考资讯板块以就业为导向，结合专业
的就业去向数据和学校的就业去向数据，为用户多
视角提供报考资讯。

在院校与专业信息查询中，“新高考通”涵盖全
国2900多所高校信息，收录了1800多个高校专
业，并且精准同步近5年高校招报数据。

在模拟志愿填报场景里，考生可通过模拟考
试的估分、知分等环节，不断地通过专业化智能
精准匹配和数据分析来调整报考学校的精确度。

梅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