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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潘） 12月 8日，中国人寿谢集营销服
务部刚一开门，就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响亮的唢呐
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欢快喜庆。随着唢呐声，客户吴西涛送
来一面印有“快速理赔 诚信理赔”的锦旗。

据了解，吴西涛本着多一份保障的想法，于今年1月缴
费 365元购买了一份最高保额 110万元和一份 22.9万元的国
寿“驾乘保”意外伤害保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3月31日，吴西涛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其妻
子李辉在医院进行了 7个多月的康复治疗，直到 11月才出
院，但还是落下了一级伤残。得知客户的这一情况后，中国
人寿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核实。11月 15日，客户的伤残认定
书一出来，中国人寿的工作人员便提交了相关理赔资料。11
月17日，客户收到第一笔理赔金9000元；11月24日，客户
收到第二笔理赔金 20万元。据中国人寿睢阳区支公司理赔
经理张诗新介绍：“客户收到 20.9万元的理赔款，不仅在心
理上有很大安慰，而且后期的治疗康复也有了保障。”

快速理赔暖人心，真诚服务显诚信。收到理赔款的吴西
涛和李辉非常感动：“感谢中国人寿，他们的服务让我们非常
满意。我们想多了解一下，为自己和家人在中国人寿选购适
合的保险产品。”目前，吴西涛又在中国人寿购买了5份保险。

用心服务，树立形象。近年来，中原
银行商丘闫集支行一切为客户着想，用心
服务群众，树立中原银行形象，让每一个
客户都享受到温情的服务。

“一个电话，没想到你们真来了，中
原银行服务就是好。”家住睢阳区古宋乡
八里堂村的尹永燕见到中原银行商丘闫集
支行行长胡威激动地说。

连绵的阴雨，加剧了冬日的寒冷。因
父亲刚做完手术，只能卧床休息，但医药
费用报销需使用中原银行卡，一边是术后
不能移动的父亲，一边是急需报销办理银
行卡，可愁坏了作为女儿的尹永燕。

“你给中原银行打电话，他们会上门
为你父亲办理的，我前些天因不能去行里
办理业务就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立即上
门帮我办理了银行卡，给你个号码，你给
他们打电话吧。”邻居看到愁眉不展的尹
永燕热心地说。

12月 3日上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尹
永燕拨打了电话，接到电话后，中原银行闫
集支行行长胡威立即与她约好了上门办理
银行卡的时间，热情诚恳的服务态度，打消
了她的顾虑。12月 4日一早，该支行行长
胡威与客户经理朱伟旭便准时出现在尹永
燕的家门口，让她激动万分，倍感欣慰。

雨后的乡村，泥泞的小路，胡威与客
户经理的鞋子沾满了泥水，但他们什么也
顾不上。到达后，他们第一时间去看望了
尹永燕卧床的父亲，一边询问病情，一边
为他办理业务，既缓解了他紧张的情绪又
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大冷的天，辛苦你们跑一趟，真的
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上门服务，我们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是新买的袄，您先
披着暖和暖和。”尹永燕的母亲拿着新棉
袄递给胡威表达心中的谢意。

“客户无小事，服务好客户是我们的
本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只要
您有需要，我们随时提供上门服务。”看
着朴实的老人，望了望手中的棉袄，一股
暖流涌上了胡威的心间。

“服务客户，急客户之所需，像这样
的上门服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每个月
我们都会接到行动不便的客户求助办理业

务，只要是接到求助电话，我们从未推脱
过。只要行里人手充足，当天便可上门办
理业务；因人手不足当天不能办理的，第
二天一早，总会准时出现在求助人的面
前。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只要一个电
话，我们都会为客户分忧解难。”胡威告
诉记者。

“中原银行就是好，服务杠杠的，以
后我就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了。”尹永燕笑
着对记者说。

冬日风寒，一抹充满爱心的暖阳，温暖

了尹永燕及其家人，也温暖了我们大家。
长期以来，中原银行商丘闫集支行秉

承“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和原则，真
诚、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客户，他们用实际
行动，不仅赢得了客户的感谢和敬意，更
体现了员工对客户满怀关爱之心、对工作
尽职尽责的优秀服务品质。

立足实际，优化支付服务环境。该支
行为有效缓解农村“支付难、结算难”，
截至目前共设立了 14家“惠农支付点”，
为广大村民提供优质、便捷、全方位的现
代金融产品和服务。截至目前，该支行惠
农存款 8200 万元，较年初新增 6300 万
元。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周边村民的信
赖，也为该支行带来了可喜的业绩。

点燃爱心，温暖民心。炎炎夏日里，
为客户提供一个凉爽舒适、明亮整洁的场
所；大雨倾盆时，为客户送上一把遮风挡
雨的爱心伞；寒冷冬日里，为客户端上一
杯暖暖的热茶；每逢节假日给老人、儿童
和辛勤的环卫工人送上生活用品，为行动
不便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中原银行商
丘闫集支行的全体员工用他们的微薄之力
点燃爱的燎原之火，他们的爱心服务使客
户对中原银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展现
了中原银行的形象，使中原银行真正成为
市民自己的银行。

“作为银行人，我们真正的魅力并不
在于锦上添花之功，而在于当客户需要我
们的时候，我们能以雪中送炭的行为，去
践行这个行业赋予我们的职责与使命，在
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定会守住初心，为客
户提供最好的服务。”该支行行长胡威坚
定地说。

本报讯（高一丹）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日前，中原银行府前支行全体青年志愿者
走进特教中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府前支行的青年志愿者自筹资金购买了保暖护具、体育
用品、糕点等慰问品，给孩子们带来温暖和关怀。在特教中
心，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一起游戏，很快就融入到了他们中
间。该支行负责人向特教中心相关人员询问了孩子们的学习
和生活的情况，并对该中心不辞劳苦精心照顾孩子们生活起
居、用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工作人员给予鼓励和赞扬。
志愿者们表示，今后将定期回访这些可爱的孩子，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此次志愿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弘扬了“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展现了中原银行府前支行为
志愿服务事业传递的正能量。

中原银行府前支行

走进特教中心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 （孙一华） 近日，
在由斯坦福大学发起的机器阅
读理解竞赛 SQuAD中，中国平
安旗下金融壹账通GammaLab凭
借领先的机器阅读理解技术，
以 精 准 匹 配 准 确 度 达 到
83.435%，模糊匹配准确度达到
85.992%的水平，在众多国际科
技巨头参与的竞赛中拔得头
筹。这是金融壹账通GammaLab
成立不到两年以来，第三次摘
得AI 技术领域世界比赛第一的
好成绩。

SQuAD （StanfordQuestion
Answering Dataset）被誉为自然
语言处理领域金字塔尖的比
赛，此次竞赛吸引了来自谷
歌、微软亚研院、阿里达摩
院、科大讯飞、IBM 以及复旦
大学等最顶尖企业及学校的激
烈角逐，堪称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最重磅级的赛事之一。在本
次的 SQuAD竞赛中，金融壹账
通GammaLab的深度学习模型的
阅读理解能力非常接近人类水
平，可以阅读任何文章并回答
问题，精准匹配准确度可达到
83.435%，模糊匹配准确度可达
到 85.992% ， 而 人 类 水 平 是
86.831% （ 精 确 匹 配 ） 和
89.452%（模糊匹配），实现了继
人类情绪理解竞赛后的又一重
大突破。

此次登顶 SQuAD 排行榜，
再次证实了金融壹账通的科技
实力，值得注意的是，结合最
新的机器阅读理解技术，金融
壹账通构建了金融类产品条款
的问答系统，并在相关金融业
务场景中开始得以运用。在保
险场景，当有业务员流动时，
客户也会转移给其他人，这种
俗称孤儿单。由于孤儿单签订
时间不同，签订时的保险条款
也可能有所变化，所以当客户
咨询问题时，业务员需要翻看
历史保险条款才能回答，造成
了巨大的工作量以及较高工作
难度。而GammaLab的阅读理解
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出
所有版本的保险条款，迅速提
供判断的条款依据，有效降低

业务员操作时间和难度，提升服务客户的效率，
提升客户服务体验，让技术深度运用于业务场
景。同样，在银行代理第三方保险公司的产品的
实际业务场景中，阅读理解技术也可以自动阅读
保险条款，辅助大堂经理回答客户问题，解决大
堂经理培训难的痛点。

金融壹账通在今年7月正式向行业发布了加
马智能营销方案，其中加马销售助手（Gamma
eExpert）可以运用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与机器
阅读理解技术。业务员通过“虚拟客户经理”与
客户就金融产品进行实时语音互动，实际应用
中，在智能销售助手的帮助下，业务员在线下营
销中遇到的问题均可在 1秒之内获得正确解答，
平均业务时间缩短了30%，工作效率和准确度获
得了实质性提升。同时，还有效避免了由于业务
人员解答错误、过度承诺等人为因素导致的业务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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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理财的人，要么把钱节省
下来放在银行里，从没想过靠钱生
钱使自己赚更多的钱；要么就是任
性花费，从来弄不清自己口袋里还
剩几个钱。学会理财可以帮助有钱
的人赚更多钱，帮助没钱的人攒下
钱。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说学会
投资理财有什么好处。

1.投资理财帮助我们清楚自己的
财务状况

个人理财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
记账，搞清楚自己的资产和负债情
况。对于一个没有理财意识的人来
说，有谁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资产
和负债具体是多少呢？除非到了急
需用钱的时候才会清算。

2.理财让我们的支出更加合理
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之后，就

可以通过账目分析找到财务问题的
症结所在，将不合理的地方加以改
善，可以使自己的支出更加合理。
比如如果发现出门就餐的支出偏
高，那么平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减
少外出就餐，多下厨做饭。通过有
针对性持续调整就可以减少浪费，
节省更多的钱用于理财或者花在其

他需要的地方。

3.理财增强我们的安全感
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工作一

项，那么你对工作的依赖性就很
高，即便赚到更多的工资也不会有
安全感，因为你很可能会失去这份
工作。失业的原因也许不仅仅是个
人自身能力不行，还有很多不可抗
因素，比如公司被收购了，公司解
散了，都有可能让员工失业。一旦
失业生活何以为继？

如果学会理财，我们就多了一
份收入。起码当我们失去工作的时
候，我们还有理财收益。随着金钱
越来越多，每天都能看到利息到
账，这种满足感不是随便一样东西
可以比拟的。比如你有 10 万块钱，
通过互联网理财，投资在 P2P 网络
理财平台，一年收益1万元左右，相
当于给自己涨工资了。当然网贷理
财也要控制风险，网络理财平台众
多，多学点投资理财知识，学会甄
别优质靠谱的 P2P 网贷平台进行投
资很关键。

4.理财让我们更有目标
很多人努力工作，赚更多钱又

花掉，接着继续努力赚钱。赚得越
多也花得越多，除了增加疲劳感，
幸福感并没有增加。而理财却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最高目标：财务自
由。一旦实现了财务自由，你就可
以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选择自己
喜欢的方向经营事业，不必为一口

吃食奔波劳碌。
除了自由外，很多其他的目标

比如买房买车都是可以通过理财规
划来实现。比如你准备在3年内凑够
房子首付 36万元，那么平均一年要
存够 12万元，也就是平均一个月要
存1万块钱。将目标化整为零，实际
执行起来就不会那么艰难。

学会理财的好处有很多，缺钱
的人更应该学会理财，这样才能扭
转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攒下属于自
己的财富。

商丘报业财智生活俱乐部温馨
提醒：投资有风险，投资前应充分
了解项目以便后期合作顺畅。

（本报记者 霍天艳 张潘 整理）

学会理财能带给我们这些好处

本报讯（刘子炜） 12月5日，中原银行商丘分行交警互
联网业务体验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也是我市首
家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商业银行。

通过中原银行商丘慧商支行多年与交警部门的业务往
来，慧商支行的服务得到了交警部门的高度认可和赞誉。为
了适应新的业务发展，打造网络化缴费畅通工程，慧商支行
在商丘分行的协助下进行了流程升级改造，并成功上线中原
银行商丘分行交警互联网业务体验区，帮助到行政服务大厅
办理交管业务的客户完成交管12123平台用户实名认证、面
签注册等一条龙业务，让客户跑一次即可全部办完。该平台
的建立，提高了广大市民缴费的便捷程度，节约了市民办理
交管业务的等待时间。下一步，该行将立足客户需求，不断
优化服务流程、扩展服务半径，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多元、
便捷的金融服务。

中原银行商丘分行交警互联网业务体验区

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

用心服务赢赞誉助发展
——记中原银行商丘闫集支行

本报记者 霍天艳

工作人员为客户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近日，一种被业内称为“套现贷”的信用卡还款方式渐
趋流行。据了解，“套现贷”的运作模式是，信用卡持卡人
通过手机客户端将卡片与代偿平台绑定，导入账单后，代偿
平台便可以模拟持卡人在商家刷卡消费，把信用卡余额的资
金套出，再将套出的资金交给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由其
向银行还款。在这个过程中，代偿平台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作
为回报。

按照通行规则，信用卡账单日后的消费全部为下一期账
单还款额，而还款日前的还款都算本期还款。“套现贷”还
款的套路，实际上是通过在账单日和还款日的间隔内循环套
现、还钱，将本期信用卡账单挪到下期，并一直滚动下去。

“把钱套出来、还进去，持卡人欠的钱永远还不清，只
是银行不催收，信用记录暂时没问题。只有用自己的资金把
钱还了，才算是真的还清。”某信用卡市场资深研究人士

说，从金融消费的适当性来看，信用卡是持卡人与银行之间
建立的信用关系，银行应该严把信用卡评估审核关。如果持
卡人找信用卡代偿平台帮忙还钱，说明其本身还款能力有
限，不符合信用卡审批标准。

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今年 5月发布公告指
出，“信用卡代还”结合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运营平台共计140
余家，其中网站平台70余家，手机客户端有80余款。

公告介绍，这类业务主要有“套现贷”、信用卡套现、
平台代偿三种模式，前两者都存在信用卡套现行为，后一种
则是由平台代替持卡人还款，并取代银行成为持卡人新的债
权人。公告也提示消费者，“信用卡代还”业务涉及信用卡
违规套现、信息泄露等潜在风险，需引起高度关注。

银行有关人士提醒说，持卡人应注意“套现贷”的相关
风险：不论是“套现贷”还是信用卡套现，对已经确认存在
套现行为的信用卡持卡人，商业银行有权采取降低授信额
度、止付、将相关信息录入征信系统和银行间已建立的共享
欺诈信息库等措施。

多家“套现贷”代偿平台不仅需要持卡人的身份证号和
信用卡号，还要求他们填写信用卡CVV码、有效期等大量
隐私信息。对此，民生银行有关人士建议，消费者应通过银
行正规渠道办卡、用卡、还款，避免因信息泄露而让诈骗分
子有机可乘。如果代偿平台要求提供信用卡号、CVV码、密
码等隐私信息，持卡人一定要格外警惕，避免自己的资金被
盗刷，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据《人民日报》）

套出来、还进去，持卡人欠的钱其实一直没还清——

警惕“套现贷”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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