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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信安全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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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工行八成个人业务已实现免填单办理
!!!!!!

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积极开展基础金融服务的流程优化和服

务创新! 努力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

务" 统计显示!目前工行柜面个人业务的八

成已实现客户签单或免填单!客户开立对公

结算账户所需的手续和业务办理时间则较

优化前减少了
671

"

据介绍!个人业务填单多#签字多#内容

重复多!对公开户协议多#盖章多#往返次数

多这两个$三多%问题一直是困扰银行服务

的行业难题" 尤其在电子银行广泛应用的环

境下!大部分客户已习惯于线上阅读有关协

议#线下直接签单服务!对服务的便捷性有

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工行积极发挥自身科

技优势! 运用信息共享整合各种产品和服

务!将客户事前手工填写单据转变为签单服

务!同时大幅简化#整合业务流程!有效解决

了这两个$三多%难题!显著提升了服务水平

和客户体验"

在个人业务方面!目前工行柜面个人业

务除汇款#代理业务等监管要求和高风险业

务外!已全部实现签单或免填单服务!占整

个柜面个人业务的近八成! 涵盖了存取款#

个人账户开&销'户#补换卡#修改密码等近

百项服务" 客户到工行网点办理这些业务!

几乎不用再手工填写业务凭证!而只需要告

诉柜员办理什么业务! 然后核对处理结果#

签字就可以了!非常便捷"

在对公开户方面!工行通过大幅简化业

务流程!减少了客户办理业务所需的手续和

时间" 客户只需要口头告知自己的需求!提

交必要的开户资料!其他资料均由银行柜员

录入" 在此基础上工行对客户的信息实行合

并输出! 将以往需要客户逐一手写的
+8

多

份申请和签署的各种单项协议!简化为只需

要签字确认两份申请书和
+

份综合协议" 同

时!客户开户盖章减少为
-

次!往返网点减

少到两次! 业务处理时间缩短为
6

个工作

日!办理对公网银#财智账户卡#支付密码#

银企对账等
9

项基础服务的时间缩短到了

,1

分钟"

此外! 工行通过客户免填单的服务模

式!还增强了银行与客户的交谈互动!减少

了核对证件和办理业务出错的几率" 通过广

泛使用电子协议! 也减少了纸质凭证的使

用!发挥了环保节约的积极作用"

!振京"

本报!,8+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系列报道
获二等奖

!河南共青团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

!

晚报记者 马治卫

本报讯 共青团河南省委# 河南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八届$河南共

青团好新闻%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本报记

者马治卫#朱海龙合写的(

,8+6

年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希望有您!圆梦有我%)系列

报道喜获二等奖"

$河南共青团好新闻%是共青团河南

省委和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宣传

河南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优秀新闻作品

的最高奖" 自
,88-

年开展以来!目前已举

行
:

届!此次$河南共青团好新闻%评选工

作得到了各省辖市团委和有关新闻单位

的大力支持!经$河南共青团好新闻%作品

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 共有
38

件作品获

奖!其中一等奖
+8

件#二等奖
+3

件#三等

奖
,3

件" 本报记者马治卫#朱海龙合写的

(

,8+6

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希望有您!圆

梦有我%)系列报道喜获二等奖"

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希望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新

闻工作者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为指导!按照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

要求!切实做好统一思想#凝聚青年的工

作!做好坚定信心#振奋青年精神的工作!

做好服务大局#服务青年的工作!做好促

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进一步展

示河南青年蓬勃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风

貌! 为青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为引导和激励广大青少年建设$四个

河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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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心参与 企业表示关注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本报讯
2

月
+,

日!本报发出(寻找我

们身边的抗战老兵)征集令后!不少热心读

者致电本报新闻热线提供了一些抗战老兵

的线索" 截至目前!本报已与
+8

位抗战老兵

及其家属取得联系!并送去了本报对抗战老

兵最诚挚的敬意"

2

月
+,

日上午!读者李先生致电本报新

闻热线!称他身边有一位抗战老兵名叫李胜

景!今年
21

岁!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不少战

功" 商水县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也致电本报

新闻热线!称他认识一位姓马的抗战老兵是

商水县城关乡人!现年
2,

岁!他曾听人说!

这位老兵具有传奇般的经历" 川汇区的王先

生给记者发来短信!称他的父亲今年
21

岁!

参加过抗日战争!前些年还获得过国家领导

人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奖章" 淮阳一李

姓律师致电本报新闻热线!称他的身边有位

抗战老兵刘女士!听人说在抗日战争中曾是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信息员!其丈夫在

抗日战争中牺牲!儿子夭折!目前一个人生

活!处境很是困难**

其间! 也有一家企业致电本报新闻热

线!称要以合适的方式!为抗战老兵们提供

一些力所能及的关心和帮助"

$(周口晚报)以此方式纪念+九一八事

件,很好!能够提醒人们不忘历史 #不忘国

耻!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

祖国才能更加富强" %市民许先生在电话中

说"

截至目前 ! 已有近
68

位读者打来电

话!表达了对抗战老兵的关怀和敬意" 在读

者的帮助下!我们已与
+8

位抗战老兵及其

家属取得联系! 第一时间送去了本报对抗

战老兵最诚挚的敬意"

此次活动! 我们热切期盼热衷于公益

事业的市民#企业#商家的鼎力支持" 同时!

您还可以为抗战老兵准备一些爱心礼品 !

让抗战老兵们享受到更多的关爱"

如果您有抗战老兵线索 ! 请 致 电

:3223+3

#

+3+6:,-3::2

! 我们将非常感谢您

的参与!感谢您对抗战老兵的关心和爱护"

市慈善总会组织志愿者
对拟受助学子进行家访

我市!衣恋慈善阳光班"开班了

!

晚报记者 张擘 文
!

图

本报讯 近日!我市$衣恋慈善阳光班%

开班了" 为深入了解贫困生家庭的具体情

况! 积极有效开展对他们的资助工作!

2

月

+6

日!市慈善总会组织志愿者到今年拟资助

的贫困高中生家中进行前期入户核实工作"

当日上午! 记者跟随市慈善总会工作

人员#志愿者一起对周口市区的
+8

位贫困

高中生进行入户走访!如图""走访中!记者

了解到!这些申请资助的学子虽学习刻苦#

成绩优异! 但他们的家庭却则面临着各自

的困难"

家住七一西路的慧慧!化名"和父母生

活在一套不足
98

平方米的旧房里! 家里

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破旧的老式电风扇" 父

亲患有癫痫病时不时就会发作! 母亲靠打

零工维持生计" $孩子自小学习就刻苦!前

几天要交住校费!我们拿不出来钱!孩子都

急哭了**谢谢你们" %得知志愿者来家访

是为了帮助女儿顺利完成高中学业! 慧慧

的爸爸显得很是激动"

据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资助

家庭贫困的高中生完成学业是他们一项长

期的工作" 为确保助学金真正帮助家庭生

活困难的学生!根据学校上报的学生资料!

近日他们组织志愿者分成
,8

个小组!对周

口市区
+28

户贫困家庭挨家挨户进行了家

访核实! 目的是使这些学子在原本举步维

艰的求学路上感受温暖#感受阳光" $我们

此次参与家访的志愿者都是富有爱心的市

民!来自各个行业" 在家访中!志愿者会仔

细核实学生的情况!认真填写家访资料表!

使入户调查做到公正#透明" %

我市举办#质量在我心中$演讲比赛
!

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今年
2

月是全国第
69

个质

量月"

2

月
+,

日上午!市质监局举行了一

场以$质量在我心中%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我市
+1

家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单位选

送的
+3

名选手现场拼$质量%!充分展示

了我市名优企业风采"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灵

魂"参加演讲比赛的
+3

名选手!结合身边

事以及日常工作中对质量现象#质量问题

的感悟!用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先进的质

量理念和丰富的质量实践" 经过激烈角

逐!评委会认真评选!最终评出了一二三

等奖"

据悉!在质量月期间!我市还将陆续

展开质量提升#质量宣传#实验室开放#质

检利剑行动等
,9

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