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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累计办理票据贴现业务量全省第二，实现票
据收入全省第一；2019年一季度累计办理票据贴现业务
量全省第一，实现票据收入全省第一。三个“全省第
一”和一个“全省第二”是常玉伟近两年来的工作成
绩，因他的票据业务量大、实现收入较高，多次受到总
分行各层级表彰。

丰硕果实源于辛勤耕耘，常玉伟用行动和效果体现
了自身价值，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他，从业 27年
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时俱进的脚步，孜孜不倦地用
自己的学识推进业务的发展，他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经济
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用
自己的智慧、汗水、专业和真诚赢得客户的认可和称
赞，岗位虽平凡，却为中国银行商丘分行的业务发展作
出了贡献。

勤学善思自奋蹄

2010年，常玉伟从运营部调至公司金融部，2014年
首次接触票据业务，面对新的工作挑战，一切从零开
始，他对待工作尽心尽力，对新业务、新规定率先研
学，对新产品、新设备先行先试，以求尽快将知识植入
脑中，用于工作中，最终成为中国银行商丘分行的贴现
业务专家。

“第一次做票据贴现业务时，11张纸质票据，我一共
花了6个小时。”常玉伟向记者讲述了第一次办理票据业
务时的场景，“当时我自己都感觉效率太低了，怎么办？
只有埋头学习加认真练习。后来，随着业务技能的熟
练，办理速度逐渐加快，有一次近 50张票据，仅 3个小
时就办理完成了。再后来，票据由纸质变成了电子版，
效率更高，我的最好记录是 20分钟办理完成了额度 2亿
元的票据。”

2014年，常玉伟得知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可以
办理票据再贴现业务，再贴现业务可调节信贷结构、增
加银行收入，对中国银行来说大有裨益，他便及时向行
领导汇报，主动申请去人民银行办理票据再贴现业务。

为了掌握票据再贴现业务要点，常玉伟曾一个月内，在
中国银行商丘分行和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两个单位
之间来回奔波20多次，还与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共
同前往其他地市参与培训学习票据再贴现业务。在此期
间，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的工作人员多次被常玉伟
认真好学的态度所感动：“玉伟真是认真好学，而且学习
能力强，工作扎实，我们有时遇到不懂的地方，还得向
他请教。”言语中对常玉伟称赞不止。当年，中国银行商
丘分行的票据再贴现业务占据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
业务量的100%，常玉伟为中国银行商丘分行额外创造了
一笔可观的收入，因为此事，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专意
向常玉伟所在的部门寄发了一封表扬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从事票据贴现岗位的 5年
中，常玉伟始终坚持合规第一位，严把业务合规风险
关，在历次的内外检查中均未出现任何风险问题，确保
分管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真诚相待赢赞誉

常玉伟坚持“以人为本，以业务为中心”的工作理
念，从业务的实际需求和客户的实际需要出发，本着

“多渠道沟通，有效增进合作关系，关注重点客户，努力
拓展合作空间”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票据
业务，抓住有利时机，增进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工作中，常玉伟坚持真诚相待的原则来对待每位客
户，以优质和高效率的服务给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树
立中国银行的大行形象。为稳定发展优质客户、最大限
度提高优质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他从多年工作经验中
总结出“两个沟通”。勤与上级行沟通，从申请票据贴现
额度和贴现优惠利率，到敦促上级行及时受理、批准商
丘分行的票据贴现业务，他每天都保持与上级行不间断
地联络。勤与客户沟通，客户关心的票据贴现利率、客
户手中的票据什么时候需要办理贴现等等，都是他和客
户经常聊的话题。

2018年，面对票据贴现市场的激烈竞争，常玉伟积

极找寻客户需求，了解同业情况，在中国银行票据贴现
利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多次与客户沟通联系，耐心细
致地讲解中国银行业务的优势，用服务赢得客户信任，
多次将票据贴现业务争取到中国银行商丘分行办理。
2018年 6月末，在中国银行商丘分行二季度关键考核期
间，某集团客户急需办理大额票据贴现业务，由于此项
业务一直由常玉伟负责，其他人无法代为办理。但此
时，他正因腰间盘突出复发，无法站立与行走，在医院
接受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急客户之所急，让家属
搀扶其至工作岗位，以最快的速度为客户成功办理票据
贴现业务，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赞扬和分行领导的认可。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的事再小也是大
事。”常玉伟始终围绕客户而动，站在客户立场上思考、
运作，努力为每一位客户创造“感动”，实现与客户长期
友好的合作关系。他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一种负责任
的态度、干实事的精神，用行动赋予“平凡”二字不一
样的内涵。

本报讯（李松洋）近日，夏邑农信联社启动了“我是小小
银行家”体验活动，为引导孩子们了解金融知识、理解金融
工作、认知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财观搭建了良好的
平台。

活动现场，通过游戏互动方式组织“小银行家”们学习认
识自动机具等新型银行设备，辨别人民币防伪，学习银行卡使
用、练习点钞基本手法等，体验厅堂服务流程及办理存取业
务，给孩子们带来一场生动的“银行小课堂”。为让家长与孩
子更好地互动，现场开展了趣味亲子活动，提供了零食水果，
加深了孩子们与家长的情感交流。此外，该联社工作人员还组
织了一场激烈的点钞比赛。现场每个“小银行家”手拿一沓不
同面额的练功券，个个眼疾手快，不甘落后。活动结束后，该
联社相关负责人对体验活动进行了点评，为“小银行家”们颁
发了精美的小礼物。

本次活动获得了现场客户和小朋友们的一致好评，也让大
家对夏邑农信联社的专业技能和优质服务有了更深入地了解与
认识。参与活动的客户纷纷表示：“感谢夏邑农信社为孩子们
提供了这次体验活动，不仅学习到了金融知识，也让孩子对银
行职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社会有了初步的感知。”在今后
的工作中，夏邑农信联社将继续秉承“服务三农，改善民生”
的服务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广大客户提供更贴心、
便捷的金融服务。

夏邑农信联社

开展“我是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

本报讯（孙一华） 5月 1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
发布了 2019年“全球上市公司 2000强”排行榜（Forbes
Global 2000）。中国平安跻身全球第 7位，较去年提升 3
位；在全球金融企业排名中，中国平安名列第6位。

2018年，中国平安持续推动“科技赋能金融、科技
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一方面，公司凭借全球领先
的科技，优化客户服务体验，让金融更有竞争力。例
如，平安寿险升级“智慧客服”后，96%的投保申请通
过人工智能自动核保完成；得益于“闪赔”服务持续升

级，平安寿险 2018年全年理赔案件中，超 60%的案件在
30 分钟内完成赔付。平安产险“510 城市极速现场查
勘”服务能力进一步巩固，2018年，车险96.4%的城市日
间现场案件实现 5至 10分钟极速处理；人工智能技术秒
级定损为超 60%的客户提供自助理赔、视频理赔等极致
服务。

另一方面，中国平安在 2018 年积极建设“金融服
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五大
生态圈，持续强化科技能力，对外输出创新产品及服

务，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例如，公司
打造的“1+N”智慧城市平台体系在包括北京、上海、
深圳等超过 100个国内城市以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推广和实施，涵盖智慧财政、智慧政务、智
慧交通、智慧生活、智慧卫健、智慧海关、智慧教育、
智慧农业、智慧司法、智慧环保、智慧社区治理等领
域，惠及数亿市民。

中国平安表示，今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也是中
国平安第四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和战略转型的关键之年。
公司将持续以科技为引领，坚持既定的“金融+生态”战
略，全方位提升数据化经营水平，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
体验，推动业务持续稳健增长，加速实现“国际领先的
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的战略目标。

中国平安跻身《福布斯》全球2000强第7位

本报讯（孙一华）近日，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龙窝镇洋头
小学的学生们迎来了一堂科学素养课。中国平安联席CEO陈
心颖为孩子们讲解《水稻丰收的秘密》，她以“智慧农业”为
主题，通过科技与农业的知识问答、水稻种植模拟游戏、VR
黑科技体验等课程环节，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的兴趣，帮助他们
提升科学素养与能力。

在《水稻丰收的秘密》的课堂上，陈心颖将平安利用科技
进行产业扶贫的应用场景融入到课堂中，并通过卡片互动游
戏，向学生介绍什么是科学灌溉、无人机施肥、科学管理功能
等，引导学生们了解如何运用科学的技术和手段实现水稻丰
收。在课堂尾声，陈心颖带领的平安志愿者们引导学生们体验
了“平安希望盒子”，即通过VR、云平台等先进科技模拟农
业种植实验场景，让孩子们沉浸在开放、交互的学习环境中。
这堂课程的视频将会上传到平安自主开发的“三春晖”APP平
台上，让全国更多乡村的孩子们可以在线收看和学习。

本次智慧乡村课堂，是中国平安“三村智慧扶贫工程”在
洋头小学开展的“村教”课程之一，也是中国平安与中国作协
联合发起的“村暖花开·三村采风行”河源站的一个环节。河
源市紫金县龙窝镇洋头小学，是中国平安挂牌成立的全国391
所智慧小学之一。作为中国平安的志愿者，陈心颖带队为乡村
孩子们带来了富有意义的课程。“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
更要启发他们的思考能力，通过课堂上的智力游戏，让学生们
体会到科学的乐趣、价值和意义。”陈心颖如是说。

在“三村智慧扶贫工程”的总体部署下，“村教”工程已
于 2018年在河源市紫金县龙窝镇连塘村、洋头村两村小学落
地，未来将稳步持续推动各项扶贫工作，提升乡村小学的教育
水平。本次“三村采风行”期间，中国平安还联合中国作协为
洋头小学捐赠了“育才图书室”及优质图书。

中国平安联席CEO陈心颖下乡支教

智慧课堂进入贫困乡村

本报讯（记者 张 潘 通讯员 李 淼）盛会襄大计，热土
荡强音。5月16日，恰逢永城农商银行挂牌3周年，该行为民
营企业和信用村举行了授信大会，向 66家民营企业集中授信
19.8亿元，向 10个信用村授牌。永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英
杰、商丘市农信办党组成员王雷、永城农商银行相关人员以及
应邀前来参加授信大会的各位企业家、信用村的负责人200余
人参加了大会。

永城农商银行始终恪守“扎根三农、专注中小”的市场定
位，与“三农”同呼吸，与小微企业共命运，与地方经济同频
共振，在推广“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
信用贷款模式的同时，先后推广“福农贷”“先锋贷”等小额
贷款 10余种。自 2016年以来，该行累计授信企业 365家，授
信金额202.55亿元，累计用信达105.35亿元，有效缓解了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整村授信 586 个行政村，占比
80%，累计授信 20842 笔，金额 11.43 亿元，累计用信 2115
笔，金额2.44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永城小微企业的发展和乡村
振兴。此次授信大会，再一次彰显了一家地方金融机构的责任
担当。

在授信大会上，吴英杰高度评价了永城农商银行的发展，
肯定了永城农商银行为永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他结合当前
经济形势，向参会企业家提出一些经营忠告和建议，并鼓励信
用村利用好国家政策，把握好乡村振兴这一契机，在永城农商
银行的支持下搞生产搞发展。永城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奉奎在大会上承诺：永城农商银行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乡村振
兴，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把高效、灵活、快捷、贴心的服务落
到实处，贯穿于每一次合作、每一笔业务全过程，立志成为永
城人自己的银行。

王雷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永城农商银行积极投身于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能够不断解放思想，改进金融服务，顺应形势需
要，全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服务地方经济中赢得发展，
在持续发展中增强抗风险能力；希望各位企业家、各个信用村
借助授信的东风，不断加强管理，进一步增强信用意识，以良
好的信誉争取银行支持，努力实现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发展，逐
渐形成一种同频共振、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永城农商银行

为民营企业和信用村授信

5月20日，建行商丘分行工作人员在日月湖景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非
法集资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及相关知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奉献不言苦 追求无止境
——记中国银行商丘分行公司金融部客户经理常玉伟

本报记者 霍天艳 张潘

常玉伟（右一）和同事一起办理票据贴现业务。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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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公众安全支付，远离诈骗，近
日，银联向社会发布安全提示称，防范电
信网络新型诈骗风险，不轻信“中奖”、“返
利”、“免费”等字样的信息或广告，消费者
参与此类活动发生诈骗风险较高。

银联大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支付欺
诈活动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移动创新
业务持续成为欺诈攻击重点、电信诈骗
从广撒网式向精准诈骗演化等。对此，
银联从四个方面提示消费者要安全支付：

一是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不要
将个人信息、支付敏感信息、短信验证
码随便告诉陌生人，尤其是身份证号
码、银行卡号、有效期、安全码和密码
等重要信息。申办银行卡要通过正规金
融机构渠道提出申请，谨防黑中介留存
个人身份信息后伪冒办卡。

二是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诈骗风险。
不轻信陌生人提供的网站链接，不轻信

“中奖”“返利”“免费”等字样的信息或
广告，不轻信“免手续费”“一证办机”
等不法广告，通过银行及持牌收单机构
申请 POS终端，避免遭遇无证机构挪用
商户结算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

三是防范伪卡交易风险。选用安全
性更高的支付工具，防范伪卡盗刷风
险。建议将手中的磁条卡升级为芯片
卡。芯片卡自带CPU （芯片）可以进行
动态运算加密，较磁条卡静态信息验证
方式更为安全。

四是防范洗钱风险。不出租或出借
自己的身份证件，不买卖银行卡，不为
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提
供洗钱便利，以免自己的信用记录因他
人违法行为而受损，成为他人犯罪活动
的“替罪羊”。

据悉，通过加大金融科技应用、提
升智能风控能力等措施，2018年银联银
行卡总体欺诈率 1.16BP，协助公安机关
查办案件累计 2.6万余件，协查涉案银行
卡约 179万张，协查涉案金额逾 4597亿
元，协助查询交易笔数超过4500万笔。

（据《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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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的音符，展
现着青春的活力，优
美的歌声，传唱着奋
斗 的 激 情 。 5 月 21
日，商丘华商农村商
业银行举行“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歌咏比赛，25
组队员登台一展歌
喉，用歌声表达对祖
国的热爱与祝福。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