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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潮流! 拓宽善

融商务服务渠道! 满足客户随时随地移动

购物的需要!提高电子银行核心竞争力!日

前建设银行创新推出善融商务个人商城手

机客户端
!""

"建行善融商城#!标志着建

设银行在建设"智慧$泛在$跨界%的电子银

行之路上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据悉! 此次推出的善融手机客户端包

括苹果及安卓版! 为客户提供通过手机客

户端完成全流程购物操作的必备功能!实

现善融手机端与
"#

主站的用户体系打

通$后端信息互通同步!体验一致!同时配

套提供运营中心及商户中心基本管理功

能& 主要有如下特点'

多种登录方式迎合建行客户' 在支持

网站个人会员登录善融手机客户端的同

时!进一步支持建行手机银行$个人网银及

持有个人账户的客户&客户可凭手机银行$

个人网银或账户信息免注册直接登录善融

手机客户端!享受善融商务会员服务&

手机端操作与
"$

主站信息同步'支

持客户通过善融手机客户端完成注册$登

录$浏览及搜索商品$加入购物车$下单$支

付$查询物流$确认收货$管理订单等全流

程购物操作! 同时实现与善融
"$

主站商

品$购物车及订单信息同步&

支付方式多样智能' 善融手机客户端

提供快捷支付$建行账号支付$建行手机银

行支付以及组合支付$信用卡分期$商城账

户余额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 满足客户多

样化支付需求(提供小额免密功能!取消客

户支付小额订单时短信验证步骤&同时!当

系统判断可能存在交易风险时会提示客户

进行手势密码验证!增强支付安全体验&此

外!还可根据订单信息$登录方式$历史支

付方式信息等! 为客户智能推荐适合的支

付方式!提升支付体验&

特色服务新颖有趣' 结合智能终端具

备摄像头及重力感应的特性! 相比
"$

主

站! 善融手机客户端额外提供了二维码扫

描搜索$摇一摇查看优惠商品等特色服务!

支持客户扫描商品二维码后自动打开商品

详情页便捷购买! 以及通过摇动手机查看

善融推荐商品及特惠商品! 以新颖有趣的

方式帮助客户获取商品优惠信息&

追求优秀体验以带给客户享受与便

捷&建设银行充分挖掘客户真实需求!确保

产品功能贴近客户心声$ 设计符合用户思

维! 同时汲取先进电商手机客户端的设计

优点!视觉和交互设计上精益求精!立足创

新$追求优秀体验!打造)界面简洁清新$操

作简便快捷$提示信息人性化%的善融手机

客户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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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海龙 文
#

图

本报讯 "这里怎么有个孩

子啊* %

'

月
0

日下午!在周口市

区莲花路旁 ! 一名弃婴被发现

后!市民及时报警&

在莲花路一家公司上班的

徐女士介绍!当日
%1

时左右!她

的同事上班途经莲花路时!发现

路南侧的绿化带里传来婴儿的

哭声& 她的同事闻声寻去!发现

一棵树下躺着一名婴儿!附近并

没有看到婴儿的家人 & 婴儿用

红色带花的被褥包裹着!一旁的

塑料袋里装着奶瓶和一百元现

金&

徐女士说 ! 她们及时拨打

%%(

报警!市公安局太昊路派出

所民警赶到现场 ! 对弃婴进行

查看!如图 "!发现是一名男婴 !

婴儿的身体不太健康& 现场!民

警没有发现婴儿父母的联系方

式& 民警说!他们将把婴儿送到

医院体检 ! 然后会将他送到福

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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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通讯员 姜晓光

本报讯
'

月
2

日! 记者从市妇联获悉!

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培育文明和谐家

风!市妇联即日起向全市广大家庭征集好家

规$家训以及家风故事!征集时间截至
%(

月

底&

据了解 !征集的家规 $家训以及家风

故事的内容 ! 主要是家庭教育中为人 $劝

学 $劝善 $警世 $励志等 !可以是长辈对孩

子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也可以讲述自己家

庭中一段动人的家风故事 !或整理撰写他

人家庭的经典家规 $ 家训等 & 每条家训 $

家规字数不限 !家风故事文体不限 !但字

数在
.(((

字以内 & 参与活动者可把征集

作品发至市妇联邮箱
345,6/2789:;<=>?

&

活动具体详情可拨打市妇联办公室电话

(621

+

'./2&1(

咨询 &

"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晒家训 $树

家风 -! 用实际行动弘扬文明家风 $ 争做

幸福家庭 !将充满正能量的家风演绎为城

市精神 & #市妇联工作人员介绍 !组委会

对于征集的家规 $家训 $家风故事进行评

比 ! 最终把优秀作品汇编成册 & 另外 !工

作人员会选取部分作品刊登在 .妇女生

活 /杂志 $周口妇女网 $市妇联微信公众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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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海龙 通讯员 郭立军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0

日! 商水县城一位环卫

工人打着点滴!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

图"!这感动了不少路人& 许多市民称她"商

水最敬业的环卫工人%&

"这位环卫工人太敬业了!打着点滴仍

然坚守在岗位上00%

'

月
0

日上午! 在商

水县城行政路上! 一位打着点滴的环卫工

人感动很多路人! 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

"别让俺领导看见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

据这位环卫工人介绍!这几天她头痛$

嗓子疼!可能是感冒了!她的孩子让她在家

休息!"我多跑跑!好得快& 街上的垃圾一天

不收拾!那可不脏坏人& %大妈说!"这不!打

扫了一个多小时的街道!趁休息时间!我坐

在树荫下休息休息& %

"环卫工人不容易!这么热的天气仍坚

守一线! 就是为了给我们一座漂亮干净的

城市& % 在附近上班的王女士告诉记者!这

位环卫工人工作很认真! 平时路面卫生打

扫得很干净&

见此情景! 许多市民纷纷为她的敬业

竖起大拇指!称"这不就是最敬业的环卫工

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