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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银行商丘分行最美员工系列报道之五

为树立中原银行商丘分行团队形象，增强文体活动
的群众性，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员工体质，营
造“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11月 3日，中原银
行商丘分行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在商丘幼儿师范学院举
行，来自分行各支部的12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比赛。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伴随着嘹亮的口号，12支
参赛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进入比赛场。中原银行商
丘分行行长杨进乐致开幕词，为参赛队伍鼓劲加油。他
希望各支部代表队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
旨，发扬敢打必胜、勇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协调一致、
团结一心，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形象，为今后推
进中原银行商丘分行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比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趣
味活动奖等奖项。

雏鹰振翅待有时，丰羽添翼欲高飞。此次比赛的成
功举办，彰显了中原银行“健康、快乐、拼搏、向上”
的职工体育精神，增强了中原银行商丘分行全体员工的

凝聚力、向心力，展现了全体员工朝气蓬勃、顽强进取
的精神面貌。下一步，该分行全体员工将以此次比赛为
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更好地服务
地方经济，为中原银行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自 2017年进入中原银行商丘开发区支行以来，乔丹
奕一直在柜台工作，从对私柜员做到对公柜员，变的只是
岗位，不变的是作为一个柜员所必备的优质的服务水平、
精湛的业务知识、高效的办事效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强
大的学习能力。

周到服务书写银行形象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才可
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俗的成绩。对于乔丹奕而言，服
务客户的初心、敬业奉献的精神、踏实肯干的态度，都是
她雕琢自己的磨刀石。

回忆自己刚入职的时候，乔丹奕表示：“刚开始，因

业务操作不熟、办理速度慢，出错成了我入职的第一课，
往往客户办完业务离开了，我才发现材料没有整理全。我
常骑车找客户补充材料、签字、复印身份证，不时会被客
户指责抱怨。”尽管如此，她并没气馁，而是开始制订训
练提升计划。每天晚睡早起熟悉制度，利用模拟系统练习
交易操作流程，分析操作特点；将办理业务中出错的地方
记下来，仔细琢磨……经过一个月的刻苦练习，她的实务
操作水平大幅度提升，业务办理速度也大大提高，得到了
客户的认同。

可乔丹奕并未止步于此，她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
业，为了做好这份事业，她在日常工作中勤学、苦练充实
自己。“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银行柜
员，何谈事业，其实，在银行的员工中，柜员是直接面对
客户的群体，柜台是展示银行形象的窗口，柜员的日常工
作也许是繁忙单调的，但面对各类客户，柜员需要熟练操
作、热忱服务，日复一日，用周到的服务书写着银行的形
象。”乔丹奕对记者说。

暖心举动提高办理效率

乔丹奕的进步与工作的突出表现，该支行行长陈冰茹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将她调到了对各方面要求较高的
对公柜员的岗位上。从对私柜员到对公柜员，对乔丹奕来
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做好对公业务，乔丹奕开始了她新的奋斗历程。
在工作间隙，向同事请教、学习；在休息时间，自己查资
料、摸索，她很快熟悉了对公业务，并开始着手办理。在
办理对公业务时，委派会计主管尚朝霞手把手教，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而乔丹奕也将学习到的、常用到的以及易错
的地方都记在她的小本子上，时常温习。此外，由于对公

业务变化快，经常下发新的制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只要有空闲时间，她都抓紧学习，以便将新的制度尽快应
用到工作中去，为客户更好地服务。

对公业务的办理往往有一套复杂的流程，客户需要准
备或者填写的资料很多，乔丹奕便将客户办理业务常用到
的流程列成清单，贴在柜台上，并将大写金额也贴在柜台
上，为客户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她将对公网银申请表整
理出模板，列出客户必填项，用*标出来。客户办理相关
业务时一目了然，既节省了时间，也为客户带来了方便，
提升了办理业务的效率。此外，遇到客户办理开户、变更
印鉴业务时，她会将需要提供的资料写在纸上，交给客
户，避免客户记不住、漏带资料而来回跑。与此同时，为
了让客户感受到中原银行对他们的重视，乔丹奕将常办理
对公业务的客户名字、生日记得很清楚，每当客户来行办
理业务时她都能叫出客户的名字，在客户生日的时候送上
祝福。她的这些暖心举动，提高了客户的办理效率，也提
升了中原银行的形象。

“丹奕细心、好学、业务熟练、性格温和，在对公柜
员的岗位上特别尽职尽责，受到了客户的认可，也受到了
我们上级行的肯定，她被评为‘最美员工’，当之无愧。”
委派会计主管尚朝霞对乔丹奕满是赞扬。

青春的美丽，是一种活力飞扬的展现，也是一种奋力
拼搏、积极向上的演绎。谈及能够成为“2018年中原银
行商丘分行最美员工”之一，乔丹奕表示自己十分荣幸，
也很高兴自己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认可，她会
继续努力，以更好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完善
自身存在的不足，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真诚热心
服务，用一点一滴的行动，传递新一代中原人的正能量，
履行中原人肩负的社会责任。

周到服务树形象 细微之处显真情
——记中原银行商丘开发区支行最美员工乔丹奕

本报记者 霍天艳

为普及和强化员工对网络金融业务知识的掌握和应用，
促进员工加强对新业务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推动系统网络金
融业务快速发展，近日，商丘市农信系统网络金融业务知识
竞赛在市农信办举行。来自辖内8家县级行社的24名选手组
成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华商农商银行以
总分500分的优异成绩荣获了团体一等奖，柘城联社、睢县
联社分获团体二、三等奖，华商农商银行宋莎莎等3人分别
获得个人优秀奖。 夏春 摄

每天日复一日做着同样
的工作，是一种平凡，而将
平凡的工作做精做细、做得
与众不同、做得深得人心，
就成了不凡。在华商农商银
行整村授信推广期间，全行
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平凡岗位
上的不凡人物，他们以身作
则，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
投入工作中，成就了自己的
不平凡，也成为同事们学习
的榜样，三农服务部客户经
理刘其伟就是其中一员。

无私奉献，是人生价值
所在。在整村授信开始分配
工作时，刘其伟主动请缨，
要求调配到全行最偏远的分
理处——西关支行勒马分理
处。“整村授信工作，只有真
正地驻扎在农村，真正地融
入农村才能更好地展开。”他
对记者说。为了更好地开展
工作，刘其伟把怀孕8个月的
妻子送回老家，由父母代为
照顾。父亲嘱咐他：“年轻人
干工作要任劳任怨、不畏艰
难，要本本分分、兢兢业
业，要扎根三农、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此外，父亲还
要他不要担心家里，做好工
作比什么都重要。

“年轻人应该多干多学”
是他经常挂嘴上的话。为了
工作，为了关心体贴自己的
亲人，刘其伟在工作中从不
叫苦叫累，白天与分理处人
员进行“福农贷”集中签
约、入户调查，晚上则加班
完善合同资料。在入户调查
中，刘其伟对每户都会认真
询问其需求，回到单位后分
门别类进行归档，他从不怕

过程繁琐，在他看来，越繁琐越能深度挖掘客户，只
有掌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才能保证不流失客户。高强
度的工作，让近期才做完甲状腺切除手术的刘其伟有
点吃不消，但他从未因自己的身体耽误过一天工作，
尽管勒马分理处负责人多次要求他休息或降低工作强
度，但是他仍拖着未痊愈的身体与同事一样超负荷工
作，苦干实干加巧干，用心做好整村授信工作。

一个人像一滴水，而大家团结起来就是一条河。
在勒马分理处主任杨勇的领导下，在刘其伟的影响
下，全员上岗，干劲十足，整村授信推进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经过一周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共计面
签客户238户，预计授信户数21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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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霍天艳 通讯员 夏春）为进一步提高员
工规范化服务水平，充分调动员工学习新业务、新技能的积
极性，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全市农信系统各项业务
快速发展，按照全市农信系统“练内功 提本能 强素质”系
列活动安排，近日，商丘市农信办举办全市农信系统规范化
服务竞赛活动，来自辖内8家县级行社的64名选手组成8支
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此次竞赛活动分为规范化服务知识测试和团队服务礼仪
展示两个环节。知识测试环节，市农信办采取闭卷考试的形
式，对 64名参赛选手关于银行业营业网点文明规范服务、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银行业公众教育服务工作、银
行业营业网点服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等应知应会知识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了检测。在团队服务礼仪展示环节中，各参
赛队选手依次登场，分别进行了晨会和情景模拟演练，选手
们精彩的表演，不时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各项比赛环节结束后，评委从仪容仪表、规范标准、团
队状态等方面对参赛队选手的表现进行了总结点评。经过激
烈角逐，永城农商银行获得此次竞赛团体一等奖，宁陵联
社、睢县联社分获团体二、三等奖。宁陵联社李婕敏，永城
农商银行张瑞、甘培等三名选手分获规范化服务知识竞赛个
人第一、二、三名。

市农信系统

举办规范化服务竞赛

本报讯（杨舒涵）近日，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夏
邑农信联社组织开展了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机关党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
在“主题党日”活动中，该联社深入学习了新党章中的

新思想、新论断、新概念，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等被正式写入新党章的十大要点。随后，为检验大
家的学习效果，在活动现场进行了闭卷考试，以考促学，以
学促用。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的开展，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工
作，凝聚力量，争做学习新党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实践者。

夏邑农信联社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乔丹奕利用工作间隙汇总客户资料。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中原银行商丘分行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掠影

文/本报记者 霍天艳 图/本报记者 邢栋

本报讯（记者 霍天艳 通讯员 娄浩然）淅淅沥沥的小
雨让天气变得寒意十足，但总有那么一缕阳光照射在人们的
心田，温暖人们的身心。11月6日早上，农行商丘京港支行
开发区分理处准时营业，迎来当天的第一批客户。

上午9时06分，正在帮客户办理业务的该分理处大堂经
理徐世伟忽听身后“砰”的一声响，扭头一看，填单台旁趴
着一位男士，正发出痛苦的呻吟。见此情景，徐世伟疾步上
前，蹲下身来，一边观察男士状况，一边大声呼唤他，防止
他失去意识。与此同时，大堂保安卜师傅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将患者现状与发病地址迅速详细地告知接听急救电话的
人员，随后便站在雨中，等待救护车的到来。客户经理吕文
君看到患者家属惊恐万状、手足无措，立即上前柔声安抚，
缓解家属焦躁的情绪。

时间就是生命，上午9时13分，救护车赶到。该分理处
员工协助急救人员将客户抬上救护车，看着疾驰而去的救护
车，员工们松了一口气。短短几分钟，该分理处员工把突发
疾病的客户护送上救护车，为客户的生命安全争取到了宝贵
时间，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客户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对农行员
工爱心救助的行为点赞。

“客户至上，始终如一”是农行商丘分行的服务理念，
救助突发疾病的客户，正是该行用心服务客户的一个缩影。
截至记者发稿时，患病客户已脱离生命危险，其家属对该行
员工及时伸出援手的爱心举动表示感谢，也对农行商丘分行
的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客户突发疾病
农行员工协力救助

支付宝用户超7亿
11月2日，阿里巴巴披露2019财年Q2季报，季报数

据显示，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支付宝的国内年度活跃
用户超过 7亿，其中 70%的用户使用 3项及以上支付宝的
服务。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 2016年年底，支付宝用户数为
4.5亿，截至 2017年年底，支付宝用户数为 5.2亿，也就
是说，今年前 9个月，支付宝的用户数就增长了 34.5%。
据了解，支付宝国内用户数的增长，有一部分来自于阿里
巴巴经济体的协同效应。阿里巴巴财报显示，连续5个季
度以来，年度活跃消费者均保持 2000万以上的增长。财
报披露，主要原因是由于阿里巴巴在欠发达地区获取了更
多的新消费者。

迷你基金500余只
公募基金三季报披露完毕，基金产品的最新规模情

况也随之浮出水面。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受市场低
迷影响，规模低于 5000万元的迷你基金数量增至 572
只，其中，混合型基金成迷你基金重灾区，占到总数的
五成以上。而在委外资金赎回的情况下，尤其是打新基
金和债券型基金中的迷你基金也开始加速清盘。

今年以来，迷你基金数量持续增加。据wind数据
统计，截至三季度末，剔除发起式基金，共有572只产
品（份额合并计算，下同）规模低于 5000万元，成为

“迷你基金”。较二季度末的490只增加了82只，增幅为
16.73%。而一季度末时只有367只迷你基金。

（本栏文章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