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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榄支行

打造星级网点
提供贴心服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榄支行位于中山市小榄镇升平中路，处于中山市小榄中心繁华地段，毗邻小榄

大信商圈，与小榄镇政府、小榄金融大厦相对，周围分布有住宅小区、小榄车站以及小榄城轨站，商业、住

宅、交通条件成熟，是综合性业务齐全的一级支行营业部。

近年来，邮储银行小榄支行狠抓团队建设，各项业务发展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经营管理也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在网点里，每一位员工都有着整齐的着装和干净的仪容仪表，在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能用礼貌的

语言和标准的服务手势。为提高服务的品质，工作人员都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例如网点的外汇业务

比较多，经常有外籍客户的光临，网点人员也会专门学习相关外语，方便与客户进行交流，提高服务效率。

支行为客户配备了专属的理财经理，能深入关注以及分析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资产

配置方案和金融服务，同时网点以客户经理、理财经理、大堂经理、柜员各岗位人员联动起来的模式，力求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邮储银行小榄支行网点，内部分区合理、功能清晰，内设有vip室、签约室、理财室，在营业区域设有

客户等候区、自助设备服务区、电子银行体验中心、贵宾服务区等服务区域。其中，大堂近年增设 ITM业

务智能办理机器，以新开卡业务为例，客户在传统柜台办理需要经过填单、联网核查、系统录入、人工复

核、集中授权等多个工序，通常耗时10来分钟，而 ITM办理，只需录入客户信息、身份验证核实和现场自

助拍照等几个简单步骤耗时大概3分钟即可完成，ITM的使用有效分流客户，大大节省客户办理业务的

等候时间。

邮储银行小榄支行大力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使用，真切让客户体验到“银行就在你身边”，无论

是账户结算、理财业务、外汇业务、信用卡业务、贷款业务等都一应俱全，通过推广智能终端的使用，银行

人员从繁杂重复的日常业务中解放出来，更好的满足了客户的多元化诉求，促进了网点产能与客户满意

度的提升。

为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贴心的服务，网点工作人员经常从网点“走出去”进行移动展

业，进厂企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工作人员亲身带上移动展业设备，进到代发工资的厂企，为厂企员工

开立储蓄卡，无需客户动身走到网点，就能让客户在自己的公司或工厂享受到贴心的服务。用移动展业设

备开立一个储蓄卡，一般只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其中已经包括为客户开立电子银行渠道、短信服务等

功能的时间，当储蓄卡开立完成后，工作人员还会从旁贴心为客户激活手机银行，介绍使用的方法，解答

客户各种业务上的咨询。

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邮储银行小榄支行专门增设绿色通道服务，为有特殊需求的客户提供

上门服务，对于行动不便不能前来网点但又必须要本人亲办业务（如密码重置业务）的特殊客户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在今年上半年，分别为急病住院的梁先生、腿脚不灵行动不便的陈婆婆提供过上门服务，切实

地解决了客户的实际困难。

邮储银行小榄支行在努力为客户提供贴心的服务以外，还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网点大堂设有公众

教育专区，积极开展公众教育，近年来多次举办“金融知识进校园”、“金融知识进厂企”等等的一系列宣传

活动，将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反假货币等的金融知识带给群众，有针对性的集中式公众教育活动，提升了

公众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对于公益活动，邮储银行小榄支行每年也会积极参加，例如参与到小榄镇慈

善万人行活动，做到热心公益，回报社会。

在未来，邮储银行小榄支行将会进一步强化服务管理、优化服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打造更具竞争

力的服务模式。

广告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
绍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搜
救工作最新进展时说，经多方核
实，两船乘客中共有 127名中国
公民，其中有 5人未登船，实际
登船人数 122 人。其中 75 人获
救，41人不幸遇难，另有 6人失
联。目前，中方派出的搜救队与
泰方仍在全力合作开展搜救。

华春莹说，中方要求泰方
继续扩大潜水搜救范围，并动
员各方力量加大搜寻密度。泰

方已经表示，中国失联游客下
落不查明，搜救工作就不会停
止。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和外交
部、文化和旅游部、交通运输部
联合工作组会同泰方，积极为
涉事中国游客和家属提供全力
协助，并就遗体保存、辨认等问
题与泰方保持着密切沟通。泰
方已在普吉设立 3个家属联络
中心和 1个接待中心，为事故伤
亡人员和家属提供善后协助，
包括为家属提供交通食宿以及

“一对一”服务。

据华春莹介绍，8 日，泰国
总理巴育就普吉游船倾覆事故
向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致
亲署信，对事故遇难者表示沉痛
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
致以诚挚慰问。同日，泰国外长
敦也向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致
电慰问。

华春莹说，巴育总理表示，
泰王国政府和所有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事件处置，迅速向受影响
人员提供紧急救助和妥善安排，
及时成立了搜救指挥中心，积极

开展搜救工作，对事故的全面调
查也已展开。泰方将继续尽最大
努力搜寻失踪人员，并向所有受
影响人员和家庭提供必要帮助
和支持。泰国政府有决心尽最大
努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华春莹说，中国驻泰国使馆
派员驻守机场、医院等场所，积
极为涉事中国游客和家属提供
协助。除此前公布的中国驻泰使
馆求助热线（0066－642351752，
0066－820367651）外，中国驻宋
卡总领馆普吉领事办公室开通

24小时证件服务绿色通道，热
线电话：0945956158（国内拨打
0066－945956158）。

华春莹表示，外交部、中国
驻泰使领馆和中国政府联合工
作组将全力落实习近平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指示精神，
同泰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要求
泰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全力搜救
失踪人员，积极救治受伤人员，
做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等相关
工作，切实保障和维护中国公民
合法权益。

暴雨引发多地洪灾
死亡人数已超百人

据新华社电 日本连日来的大范围暴雨
造成多地出现洪水、泥石流等灾害。据日本
媒体 9日报道，大雨所致死亡人数已超过百
人，另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据共同社报道，截至9日上午，暴雨所造
成的遇难者已达 104人，其中受灾严重的广
岛县死亡人数最多，达 42人。此外，广岛县、
爱媛县等多地仍有超过50人下落不明，预计
死亡人数可能还将上升。

一空军基地
再遭导弹袭击

据新华社电 叙利亚军方8日说，叙中部
霍姆斯省一座空军基地当晚遭以色列导弹
袭击，叙防空系统拦截多枚导弹并击中一架
进行袭击的战机。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叙军方消息说，
袭击中有 6枚导弹落于霍姆斯省东部的T4
军用机场附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报
道未提及被击中战机的具体情况。电视画面
显示，叙防空导弹在夜空中拦截以方目标。

同一空军基地曾于今年 4 月 9 日遭空
袭，多名伊朗军事人员在袭击中身亡。叙利
亚、伊朗和俄罗斯都指认以色列发动导弹袭
击，以色列方面未予以回应。

据新华社电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日
前发出《关于学习推广浙江“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经验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浙
江经验的学习推广工作，深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

通知强调，要加快落实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项措施，以
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生活垃圾治
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
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为
重点，制定计划，明确要求，强化

责任监督，确保任务落实。各省、
区、市在出台省级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实施方案后要抓紧细化三年
行动计划。

通知要求，各市县应尽快建
立党委或政府领导牵头的领导机
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担
当，与相关部门一起共同落实好
各项工作任务。各地要将借鉴浙
江经验做法与总结自身好典型结
合起来，切实抓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试点示范工作，以县为主
体、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基础，
着力打造一批示范县、示范乡镇
和示范村。

通知同时强调，要注意统筹
推进面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标准可以有高有低，可以从
最基本、看得见、农民可以做得
到的事情抓起，由低到高，不断
进步。

通知还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督导调研进行了部署，
要求各省、区、市建立台账制度，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年度计
划纳入党委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
围，明确时间、落实责任、层层推
进。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及有关
部门将择期组织联合工作组开展
督导调研。

在连续两次下调后，国内汽油
和柴油价格迎来年内最大幅上调。
国家发改委9日宣布，按照现行成
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8年7月

9日 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提高270元和260元。

此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
格每升上调约2角。国家发改委有

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
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
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7月 9日 11
时 5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及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
式成功将巴基斯坦遥感卫星
一号和科学实验卫星“Pak⁃
TES－1A”发射升空，卫星进
入预定轨道。

这是继巴基斯坦通信卫
星 1R之后，中巴双方在航天
领域的又一次合作。

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一号
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
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为

巴方研制的一颗光学遥感
卫星，主要用于巴基斯坦国
土资源普查、环境保护、灾
害监测和管理、农作物估产
和城市规划等领域，将对巴
基斯坦发展国民经济、改善
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发
挥积极作用，也将为中巴经
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空间遥感信息服务。

“PakTES－ 1A”是巴基斯坦
自主研制的一颗科学实验
卫星，主要开展对卫星平台
的技术验证工作。

这是7月8日拍摄的遭
遇洪水袭击的江西省抚州
市东乡区马圩镇桥西村（无
人机拍摄）。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马圩
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农
作物、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东乡区组织党员干部、群众
开展救援。

新华社 发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搜救工作最新进展

仍有6名中国游客失联

江西东乡
遭洪水袭击

任命新“脱欧”
事务大臣

据新华社电 英国政府 9日任命多米尼
克·拉布为“脱欧”事务大臣，接替此前一天
辞职的戴维·戴维斯。

现年44岁的拉布曾是一名律师，他此前
担任英国政府负责住房事务的国务大臣。英
国媒体报道，拉布是一名坚定的“脱欧派”。

戴维斯在辞职信中说，他不能接受英国
政府上周就“脱欧”达成的一致立场。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曾表示，政府将向欧盟提出在

“脱欧”后设立“英国－欧盟货物自由贸易区”
的建议。此举被舆论广泛解读为“软脱欧”。

按照此前的既定安排，英国将于明年 3
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出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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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柴油价格迎年内最大幅上调

每吨分别提高270元和260元

我国“一箭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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