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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江苏银保监局、建
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负责
人，走进省政风热线直播现场。从
直播中的群众诉求、记者暗访看，部
分银行在规范服务上需要“补课”。
江苏银保监局局长熊涛表示，群众
提的很多问题是热点、也是痛点，

“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差距”，
今后将持续改进监管、服务工作。

充值款不翼而飞，讨要 7 个月
无果，这样的“怪事”，让淮安金湖严
先生碰上了。去年10月，在当地一
个邮储银行网点，严先生办了一张

“苏通卡”，并往卡里充值 1000 元，
但这 1000 元却没有充到他的卡
上。当时，网点工作人员解释，网络
系统错误，过几天就可以退回。但
此后 7 个月，他跑了多次，却一直没
能退款。记者近日调查后，严先生
终于拿到退款。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何

道友向严先生致歉，他表示，去年8月
至今，该行发行 30 万张“苏通卡”，整
体情况良好。严先生的遭遇，可能一
是系统问题，二是服务问题。今年开
始，该行每年将拿出收入的 4%以上，
加大科技投入。何道友承诺，对系统
进行全面深入检查，对员工加大培训
和工作检查力度，并梳理内部流程。

缴纳违章罚款，却需先办银行
卡。6 月 3 日，盐城建湖吴先生到江
苏银行缴纳交通违章罚款。“工作人
员说，没有他们的银行卡缴不起来，
必须办卡。我问这是哪里的规定，回
答说是上面的规定，我问是何时规定
的，回答说是去年的规定。”吴先生不
需要办卡，后来让儿子帮忙在网上缴
了罚款。

江苏银行党委副书记顾尟答复，
在江苏银行任何网点，拿现金都可以
交罚款。她解释，拿现金缴纳罚款比
较麻烦，办一张借记卡后，可以在网上
和智能柜台上交。吴先生碰到的银行
员工，在办理流程上不太规范，没有解
释清楚。今后，江苏银行将对员工加
强管理，要求员工首先把客户要办的

事情第一时间办好，其次向客户说明，
办卡后缴费方便、不用出门。

不买基金，就办不了贷款。5 月
底，无锡江阴杨先生为办理房贷，先后
咨询当地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网点。
前一家要求他买保险产品，后一家要
求他买基金。后来，杨先生在建设银
行办了贷款，也买了基金，“不买就不
给办”。在政风热线平台上，南京等地
也有群众反映办贷款遇到搭售。

在农行办理贷款，要买保险吗？
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李平答
复：“不需要。”在建行办理贷款，要买
基金吗？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
彭安平也回答：“不需要。”

银保监会对银行办理信贷业务明
确要求“七不准”，其中包括“不得借贷
搭售”。为什么网点违规操作？李平
说，员工队伍庞大，“这方面的教育培
训没有跟上”。彭安平表示，杨先生反
映的情况，他会进一步核实，如果涉及
违规，会给客户和监管部门一个满意
的答复，也欢迎群众和媒体监督。

江苏银保监局副巡视员朱厚志介
绍，去年江苏银保监局对于违反“七不

准”的行为，总共处罚银行机构13家，
罚款 390 万元，处罚责任人 6 人，同时
对责任人处罚18万元。下一步，江苏
银保监局将加大整治力度，依法依规
处理。

卖理财、揽存款，悄悄打起“擦边
球”。记者暗访发现，部分银行销售理
财产品时，口头承诺保本保收益，将风
险评估测试当成走过场，存在送礼、返
点等揽存行为，违反相关管理规定。

朱厚志说，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员
工销售理财产品时，要如实告知、充分
介绍产品，揭示相关风险，不得误导客
户；要根据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力，销
售合适的产品。从2016年开始，银行
在网点销售理财产品，必须设置销售
专区，对理财产品销售过程录音录
像。江苏银保监局专门成立消保处，
定期不定期地检查银行“双录”情况，
处理违规销售行为。此外，监管部门
要求商业银行规范吸收存款行为，不
得通过返还现金、有价证券，赠送实物
等不正当手段变相高息揽存。不规范
行为一经查实，监管部门都会依法依
规处理。 本报记者 徐冠英

充值款不翼而飞、不买基金办不了贷款⋯⋯

规范服务，部分银行还需“补课”

数字赋能、智能零售
打造农村消费“新模式”

在乡村振兴中数字化、信息化蕴
藏巨大潜力。新时代形势下，进一步
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有助于促
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近来，国家的《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正强调了这一理念
与趋势。

农村数字化建设大有可为，亦需
趁势而为。如何将科技、数字红利带
到农村？汇通达的方略是：围绕乡村
经济全链路进行数字化、服务化、生态
化的赋能，这主要体现在前端智能零
售，即乡镇门店的数字化改造，以及农
村产业互联网两个层面。

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武装乡镇零售
门店，是汇通达一以贯之的战略重

点。乡镇零售门店是中国农村流通的
“路由器”，是乡村经济振兴的关键节
点和命脉。汇通达一直致力于为乡镇
零售门店赋能，旨在促其转型升级为
新型服务平台，以带动农村基础设施、
商业组织发生根本变化，驱动农村商
业形态升级和产业价值重构，从而充
分激活乡村经济。

线上线下齐发力，生态变革新零
售。汇通达在线上构建汇通达商城

（B2B）、超级老板（智能零售）、汇掌柜
（B2C）等一整套产业数字化交易平
台；线下对乡镇零售门店进行数字化
改造，以门店+互联网+物联网为基础
模式，将其改造为具备“互联网化、数
据化、服务化、生态化”的四化本地服
务平台，提供智能零售服务，直接服务
农民家庭。

当下，汇通达遍布全国各地的 11

万家数字化乡镇门店，正在迸发出“满
足中国农村新消费”的庞大价值。预
计到 2022 年,汇通达将服务超过 25
万家乡镇数字化门店,更进一步实现
农村商业组织的变革与数字化乡村落
地。

产业互联、集群共生
力保市场供给“高质量”

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
正成为当下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新趋
势。对此，汇通达“先知先觉”、抢占布
局,以数字化赋能打通“农村到城市”
双向资源流通渠道,在搭造全产业链
共生服务平台、构建服务农村市场产
业互联网方面做出了富有实效的探
索。

散发“强磁场”效应，集聚“高精
尖”资源。汇通达与产业链顶端头部

品牌合作，从产品、品牌美誉度、技术
研发等角度遴选，不断整合国内优质
的品牌资源。目前汇通达产业互联网
平台已初具规模，集合了上百家优秀
企业的优质资源落地到农村市场，形
成了产业共生集群。从光伏到汽车、
农资，再到和新能源出行服务平台超
威成立全国销售公司，和华帝成立全
国联合运营中心，汇通达产业互联网
平台不断引入合作伙伴，共同实现商
业价值最大化。随着阿里巴巴、超威
动力、华帝股份、协鑫集成、陕西西凤
酒、椰岛酒业、天地伟业等品牌不断加
入，汇通达品牌共生集群的商业效率
不断优化，促进了供应链体系化、扁平
化，能够协同上下游制造商快速服务
终端消费者，让农村消费者享受更好、
更省、更快的商品和服务。

大数据，让产业运营步入高速车

道。在产业互联网平台上，汇通达依
托大数据体系为品牌商、渠道商提供
技术服务、数据服务、渠道运营、营销
推广等增值服务，由此实现了人、货、
场、交易、员工的全面数字化，大幅提
高各类产业运营效率与服务效率。

人才培训、推动就业
为乡村振兴点燃“新薪火”

以扶智带动扶贫，通过人才培训
为乡村发展造血，这是汇通达长期坚
守的方向。通过技能提升、本地创业、
转移就业、返乡创业4个抓手，汇通达
致力拉动农村农民整体技能、素质提
升，助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汇通达
已累计举办 2 万场乡村零售店培训，
培训 10 万+人次，“薪火计划”培训会
员店子女，80%以上培训后返乡；帮助
1万名农民进城就业。

运用数字化、信息化平台工具，为
人才全方位培训、推动转移就业提速增
效。在人才培训方面，汇通达得到了各
地政府的支持，近两年在山东茌平、湖
南长沙、浙江嵊州、常州天宁区等地，与
政企研（高校）合作，联合成立立足农村
实际的商业数字化人才培训项目。借
助自主研发设计的 Saas 云平台以及
VR/AR技术，汇通达为所有入驻平台
的服务商、渠道商、企业会员、新蓝领提
供方便快捷的综合平台服务，最终实现
助力新蓝领人才成长、助推服务商发
展、帮助企业提高人效和降低用工成本
等多赢平台服务模式。

近来，汇通达新蓝领就业项目与
某咖啡连锁品牌，就其连锁门店兼职
服务人员展开试点合作，覆盖南京范
围内近50家连锁门店，通过专业互联
网平台工具，招募3470人。 馨 华

继2018年发布两批独角兽、瞪羚企业榜单之后，6月13日，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南京分会场启动仪式发布了《2019南京市独角兽、瞪羚企业发展白皮书》。报告显示，江苏本土企业五星控

股集团除坐拥汇通达、孩子王、好享家3家独角兽企业之外，旗下成立仅一年多的村鸟挺进“培育独角兽企业”榜单，而专注于新渠道供应链的阿格拉则挺进“瞪羚”企业榜单，彰显出“五星梦工厂”的孵化速度

和孵化能力。同时，这也预示着五星控股集团独角兽体系已经呈现“梯队化”状态，不仅头部估值提升，而且后部力量也开始涌现。

无独有偶。长城战略研究所5月在北京发布的2018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中，孩子王、汇通达、好享家3家企业亦同时上榜。其中，作为五星控股集团独角兽方阵的关键一员，同时亦是中国领先的商业数

字化服务平台的汇通达，位列“报告”第36位，成为唯一上榜的专注农村市场的科技型独角兽企业。这也是汇通达连续第2年入围该榜单。

成立8年来，汇通达扎根广袤乡镇大地，专注乡村、服务农民，从商品消费、生活品质、就业增收等方面助力深耕，凝心聚力让“农民生活得更美好”，受到各界广泛瞩目与认可。近年来，汇通达发力科技创

新，将“数字化、科技化、信息化”作为支撑点，在数字化赋能乡镇零售店与布局农村产业互联网等方面开拓作为，潜心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汇通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17 日，淮安市清宴园风景如画，吸
引市民和游客前来休闲。近年来，淮安
市不断推进城市公园体系建设，加快由

“园林城市”向“公园城市”转变的步伐，
全面提升公园品质，让一座座公园成为
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王 昊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14日，39位来自纳米
比亚的留学生，拿到南通职业大学
的毕业证书。其中，学习建筑工程
的毕业生李鉴将回国从事建筑工程
工作。学习物流专业的韩思杰把马
云当成偶像，在学校就开起了微店，
把中国的产品卖到自己的家乡，打
造“纳米比亚的阿里巴巴”。专程前
来南通观礼的纳米比亚驻华大使伊
莱亚·乔治·凯亚莫表示：“希望这些
优秀的年轻人在中国学有所长、学
有所用、学有所获，回到家乡成为栋
梁之材。”

作为纳米比亚“总统振兴计
划”首批留学生，25 岁的建筑工程
专业学生贝菡在南通职业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用流利
的中文，介绍他在中国的学习和生

活。刚来南通时，他一个汉字也不认
识，胆怯自卑，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
热心帮助下，他成为优秀毕业生。暑
假过后，贝菡将到南通大学建筑工程
专业继续深造。

南通职业大学党委书记秦志林介
绍说，2016年11月，他们接受了从纳米
比亚14个省3000名应试者中遴选出
的第一批留学生，根据通商企业和非洲
国家建设需要，量身定制开设建筑工
程、环境工程、物流管理、机械制造等
不同专业。通过三年的学习，纳米比
亚留学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39 名同
学一次性通过 HSK3 考试、15 名同学
通过HSK4考试、5名同学完成江苏省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名同学在首
届江苏省跨文化交际能力赛中获得二
等奖。 （孙 庆 吴昌红 叶 真）

首届纳米比亚“总统振兴计划”
留学生从南通毕业打造“公园城市”凸显文明魅力

本报讯 记者从 13 日在泰州
举行的全省供销合作社监事会主任

（监事）培训班上获悉，泰州市依托
社有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社，共
建成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的为农
服务综合体 100 家，建成近 1500

家村级为农服务社，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各市、区全部建成县级电商运营
服务中心，实现了全过程服务农业生
产、全方位服务农民生活、全产业服
务精准脱贫。

（赵晓勇 钱 进）

泰州建成1500家村级为农服务社

本报讯 记者 12 日从省民政
厅获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下达
江苏 2019 年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
项行动中央预算内投资 1.91 亿元，
用于支持我省养老服务骨干网、专
业化养老服务机构、体系化养老服
务等 18 个项目建设，项目总数居
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覆
盖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等
5 个设区市。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由
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卫生健康委于
今年 2 月启动。国家通过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和引导城市政府系统规
划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城市政府通过
提供土地、规划、融资、财税、医养结
合、人才等一揽子的政策支持包，企业
按约定承担公益，提供普惠性养老服
务包。城市政府和企业双方签订合作
协议，约定普惠性服务内容、与当地居
民收入和退休金水平挂钩的价格，为
广大老年人提供合理、方便的普惠养
老服务。项目实施将进一步激发社会
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积极性，有效加强
我省城市养老院建设，持续扩大普惠
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唐 悦）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行动启动
中央投资1.91亿元 我省项目总数全国第一

昨日

，苏州举行轨道交通咨

询日活动

。图为工作人员在苏州

轨交四号线察院场站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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