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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硬币兑换机
上岗了

昨天上午，在市区体
育路，洛阳银行平顶山分
行服务大厅，市民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使用纸硬币
兑换机。

近日，该行纸硬币兑
换机上岗，市民可以自助
操作完成从1元到百元的
纸硬币兑换。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常柯是工行平顶山分行运
行管理部的一名普通员工，入行
20年来，他刻苦钻研业务知识，
先后从事会计核算，记账、复核、
三级联行往来等工作，在账务查
找、错账、串账、漏账、冲账方面
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成为运行
管理专业尤其是会计核算方面
的行家里手。

2006年，常柯调入运行管理
部负责主机调账、数据变更、新
业务指导、业务流程再造和网点
核算监督等工作。十多年来，他
不仅负责指导、监督、管理基层
网点业务核算的过程及结果，而
且要不断地对运行过程中的参
数进行系统维护和修正，既要负
责新版本项目的投产、测试，又
要负责新业务的培训、推广。为
此，他不断加强业务学习，熟记
操作流程，严守账务规则，明确
对应关系，分析易错、漏、冲、串

账的途径，弄通业务种类和电子
区域的渠道和方向，最大限度地
把失误的可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运行管理系统每次的项目
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时
间紧、任务重。常柯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他必须配合总行和省行
的运行管理系统，对全行前台业
务进行大量业务培训。每次培
训前，他都做好课件，勾画培训
的方法和步骤，为授课做好充分
准备。培训中，在传达总行项目
改革内容的基础上，着力讲解改
革的意义、重点、方法、步骤、注
意事项、对应关系，与原操作的
区别、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以及化
解的方法和途径。同时，他准备
测试方案，由参训人员上机操作，
让其充分掌握操作流程和要点，
并以口头问答、现场测试、共同分
析、实际模拟来检验培训效果。

常柯密切关注、查找基层网

点业务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不定
期地深入基层网点检查指导，发
现问题现场解决。为方便联系，
他的手机 24 小时待机，只要有
电话来询，他都耐心地予以讲
解，明确纠错方法、步骤和途
径。多年来，他围绕各个时期运
行管理项目的改革内容进行了
246 场次、2656 人次的业务培
训，其培训效果一直在全省名列
前茅，为工行平顶山分行运行管
理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
保障。

为提高业务集中处理扫描上
传凭证的切割率和直通率，他每
天利用集中共享运营平台，对集
中业务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针
对未切割业务逐网点、逐笔分析
应切割未切割的原因，并及时整
理、下发了《平顶山分行提高业务
集中切割率的方法》。他每天通
过业务集中处理平台对全行退回

业务、重复发报、消息回复不及时
等进行重点监测，并逐支行、逐网
点进行督导和帮扶。为提升结算
账户开户质量，常柯对全行43个
网点结算账户开户业务进行开户
预审，规范网点受理、上传等环
节，利用微信群、NOTES信箱对
当天开户情况进行通报和工作提
醒。由于常柯的努力，平顶山分
行去年在省行组织的二级分行
业务集中竞赛活动中荣获第一
名，有3个网点在全省网点业务
集中处理活动竞赛中荣获第一
名。

辛勤付出终有回报。常柯
先后获得总行监督体系改革暨
会计档案影像管理先进个人、运
行管理先进个人、流程优化暨业
务集中处理先进个人、支付体系
建设暨柜员身份认证改革先进
个人、运行参数管理先进个人等
荣誉。 （王水记 张骞）

常柯:会计核算的行家里手

本报讯 自8月21日以来，邮
储银行平顶山市分行持续开展了
以“服务小微 助力双创”为主题
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
动，扎实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工作。

据了解，该宣传月活动开
展以来，该行采用丰富多样的
方式进行宣传，充分利用网点
优势，在营业网点 LED 屏播放

“服务小微 助力双创”“贷动小
企业 赚动大未来”的宣传标语，
吸引有融资需求的客户前往咨
询。营业网点内设置专门的宣
传区域，摆放印有该行贷款产
品简介的宣传手册，供客户取
阅了解。该行还在全市的县
（市）级电视台黄金时段投放高
频次字幕广告，将该行小微企
业的产品种类、服务对象、贷款
金额进行详细的介绍，使我市
中小企业客户可以方便、快捷
地了解到该行的小微信贷产
品。

截至目前，仅宣传活动期
间，该行已累计走访企业 300
余 家 ，召 开 各 类 推 介 会 近 10
场 ，累 计 向 10 余 家 企 业 投 放
3000 余万元，正在办理的客户
8 家，预计授信将达 7000 余万
元。

据悉，邮储银行平顶山市
分行牢固坚持立足服务小微、
三农、社区的职能定位，服务
全市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创新
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精准支
持对区域经济具有重要带动
作用的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
为大力支持我市小微企业的
发 展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融 资 支
持。

该行近年来陆续推出了医
院小企业贷款、公办学校贷、
供水贷、排污贷、信易融（税贷
通和发票贷）、快捷贷、房地产
抵押贷款、E 捷贷、个人商务贷
款、小额贷款等小微企业经营
贷款产品，打破传统抵押贷款
的局限，担保方式灵活多样，
在为我市小微企业提供多元化
的融资服务上做出了积极探
索。

同时，该行还不断加大涉
农和小微信贷投放，深化三农
金融事业部改革，单列涉农信
贷计划，实现涉农贷款持续增
长，其中鲁山县支行金融扶贫
工作获得《金融时报》的重点报
道，被评为“金融扶贫的鲁山实
践”。

邮储银行平顶山市分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家国有
大型银行，邮储银行平顶山市
分行将始终坚持普惠金融的理
念，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和网点
优势，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
设立中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额
度，提高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
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中小
企业的融资需求，全力支持我
市中小微企业及实体经济的发
展。

（葛智勇 张骞）

“服务小微 助力双创”

邮储银行平顶山市分行
开展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宣传月活动

□记者 张骞

本报讯 无需多说，孩子是
家庭的核心，教育支出则是家庭
的刚需。那么，如何让有限的资
金充分发挥效益，而且为孩子制
订一个教育计划呢？基金定投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为让孩子的教育资金得到
保障，即使工薪家庭也应未雨绸
缪。据介绍，基金定投期限灵
活，若急需用钱，可随时与银行

解约赎款，而且投资周期短，有
按月的，也有按周的。更重要的
是，每次只需投资一点点，譬如
几百元钱，相当于每个家庭每月
节约下来的钱，从孩子教育角度
看，是省小钱办大事。

从稳健角度，农行平顶山分
行营业部的杨经理推荐货币型
基金定投。她说，这种基金定投
业务一是稳，二是收益一般高于
同期定期存款。

杨经理告诉记者，黄金定投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黄金单期
可以按克数投资，最小投资单位
为0.1克，也可按金额投资，譬如
投资几百元。黄金定投的优点
是，投资收益可以是现金，也可
以根据牌价换成黄金。

建行平顶山分行煤炭专业
支行的张经理建议，不妨做指数
型基金定投业务。她说，大盘指
数涨时，这种基金也涨，若大盘
跌，这种基金则比较抗跌。普通
基金与这种指数基金定投有何

区别？张经理说，普通基金购买
数额大，风险高，若入场时机不
对，可能存在高位买入现象，容
易被套；基金定投，每月或每周
投一次，每次数额较小，平摊了
风险。作为长期投资，在投资初
期，大盘向下也未必是坏事，因为
你在持续投资，意味着同样的钱，
买的份额变多了，以后大盘上涨，
相当于低位买入，获利或许更
多。正因为是长期投资，所以比
较适合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

对孩子的教育基金要及早规划

本报讯 9月10日，为庆祝第
三十三个教师节，中国工商银行
发布了国内首张全国性教师专属
信用卡——“工银教师信用卡”。

据工行牡丹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工银教师信用卡”按
照广大教师的消费需求打造，持
卡的广大教师有机会享受机票
升舱、票价直减、寒暑假长隆乐

园满额立减，以及“感恩教师”双
节6%返现、亚马逊百元电子读
书券等专属消费礼遇。

同时，持卡人还可获赠航空
意外险、航班延误险、账户安全
险，并享受年费减免、免费机场
贵宾室、签证免服务费、3天还款
宽限期的容时服务以及最低还
款宽限差额10元的容差等多项

服务和优惠。
此外，持教师卡还可参加工

商银行“爱购全球”“爱购周末”
“爱购扫码”消费促销活动，享受
最高21%的现金返现、5折买单
优惠或满额立减优惠，下载工银
e生活APP更有机会参与五折抢
购、观影大促等一系列活动。

据了解，近期工行结合校园

金融服务需求，推出了工银宇宙
星座信用卡（校园版）、工银e校
园综合金融服务等各类产品和
服务，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

“我们还将推出大学生信用
贷款等产品，不断加大校园金融
的服务面，构建更加和谐健康的
校园金融生态圈。”上述负责人
说。 （王水记）

工行推出国内首张教师专属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