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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淮安分行

智慧网点开启服务新模式
排队时间长、业务手续繁多是众
多银行网点给公众的传统印象。“互
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对银行网点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源于本
土、扎根地方的商业银行，江苏银行
淮安分行大力推进智慧网点建设，通
过部署先进智能设备，加快推进柜员
转型，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网点
服务生态圈， 网点服务水平持续提
升。

可以在智能设备上自助办理开卡、签
约等多种业务，而办理时间只需要柜
面的三分之一。 存折客户、老年客户
多的网点，客户可以通过存折取款机
和补登折机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
1台设备的业务办理效率相当于3个
高柜，免去客户排队的烦恼。 通过人
脸识别、指纹识别技术，客户可以进
行身份验证，保证了操作的安全性。

◎走出柜台 客户服务更贴心
◎智慧柜员

业务办理更高效

客户从拿出身份证放在江苏银
行智慧柜员机上起，到机器吐出办好
的银行卡并开通手机银行，全程只花
了2分钟。“以前，开卡要填写开卡申
请单，开通手机银行要填写手机银行
协议，光是填单时间就不止2分钟。 现
在，通过智能柜台，联动综合签约，银
行卡、手机银行同步开通，方便又快
捷。 ”在江苏银行淮安分行网点，客户

在服务模式和人员配备上，江苏
银行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将柜台业务
转移到智能设备，将柜面业务预受理
前移至厅堂办理，减少了员工重复流
水作业的工作量， 优化了劳动组合。
目前，江苏银行智能柜台业务功能达
45项，占柜面对私主要可迁移业务的
80%。 截至6月底，江苏银行淮安分行
智能柜台主要业务迁移率达62.92%
以上，回单自助打印迁移率达90%以

上。 依托先进智能设备的广泛运用、
业务流程的全面改进，江苏银行淮安
分行充分释放柜面人力资源，让更多
柜员走出高柜、走进大堂，为网点客
户提供更加人性化的面对面服务和
“
线上+线下”的综合化服务。截至6月
底，全行柜员净压缩62人，降幅28%，
其中，转型至厅堂服务25人。 经过改
革， 网点柜面人力资源得以充分释
放，厅堂服务力量大为充实，网点也
从被动服务的柜台模式转变为走出
柜台主动和客户交流的咨询模式。
江苏银行网点智慧化转型过程
中， 不仅将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还
将“线上和线下”有机融合，将业务和
服务移植到手机端，线上、线下一齐
发力。 例如，点开江苏银行手机银行
APP，就可以查询到附近的江苏银行
网点，进行预约。 通过线上联动和网
点的线下服务结合，智慧网点服务也
更加“走心”。
(王永红)

近日， 农行淮安市分行机关党委联合楚州支行党委
举办“践行周恩来精神 永远铭记光辉历程”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40余名党员赴周恩来纪念馆参观《世纪伟人腾飞
—周恩来与两弹一星》全国巡回展(淮安站)。 淮安农
梦——
行广大党员深受教育，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以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己任，建好总理家乡。 石 砚摄

昨天，黄河和长江告诉我
—谨献给新成立的
——
“
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
2018年7月5日， 一个再普通不
过的日子。 然而，这个已经成为昨天
的普通、定格在历史瞬间的过去，却
因它的珍贵和非凡而载入史册。 上
午10时，我心潮澎湃地眺望着、等待
着、 见证着国地税合并挂牌这一难
忘的瞬间。 伴随着情牵河山、大气磅
礴的国歌声， 曾经的国税和曾经的
地税， 满载着二十四度春华秋实和
一路风尘， 满载着二十四年来党和
人民给予的深情爱戴和信任荣誉，
以其神圣的庄重感、 表达内心的仪
式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走进新
时代、承载新使命的“国家税务总局
淮安市税务局”宣告成立。
黄河和长江告诉我： 人要懂得
感恩。 黄河用感恩之心孕育了灿烂
的华夏民族， 长江用感恩之情延续
了炎黄的薪火相传。 我深深眷恋着
曾经的过去， 由衷感恩曾经的岁月
和曾经的陪伴。 从部队转业后，我与
曾经的地税事业风雨兼程、 共度了
20个春秋， 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
时光，我倍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领
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 20年，一
本珍贵的藏书，多少幸福的往事存储
在字里行间。 20年，一首轻扬的旋律，
把悦耳动听标注在美妙的音符上。
我久久伫立在那儿， 久久地伫
立在喜悦与遗憾的思绪中： 我为钟
爱的地税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欢欣鼓舞，也为自己缺少在征收、管
理、 稽查第一线的亲身经历而深感
遗憾； 我为推动税务文化与时俱进
所进行的策划、创作倍感充实，也为
行业文化未来的任重道远而深深牵
挂； 我为文秘工作墨香飘溢的喜人
成绩激动不已， 也为文字工作人才
匮乏的现状而忐忑不安； 我为取得
目标考核十年佳绩所倾注的心血倍
感自豪， 也为考核工作整体机制缺
损而无限感慨； 我为创新项目一个
又一个转化为成果热情点赞， 也为
创新工作新旧动能转换不畅而心神
不宁。
我爱昔日的事业， 是因为事业

给了我太多的感动与陪伴。 我爱昔
日的同事， 是因为同事给了我太多
的温情与帮助。 我爱昔日的春夏秋
冬， 是因为这些季节给了我太多的
创作灵动、太多的指间微凉、人生感
悟和人生收获、 太多耕耘和太多希
望。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国地税
分设已经成为一部奋斗的历史，每
一个用奋斗书写这段历史的人，也
许他们的心中藏有更精彩的故事、
更精华的语言和更精美的 诗 情 画
意， 也许他们没有时间来表达对过
去岁月的无限眷恋， 也许他们只是
选择了与原国税、 原地税的牌子合
影留念。 都说记忆不染风尘，让我、
让我们都来把不染风尘的共同记忆
永久收藏吧！
黄河和长江告诉我： 人要有坚
定的信念。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会有
力量。 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积贫积
弱、战胜贫困、国富民强到实现伟大
复兴征程中一路走来， 这是一部何
等壮丽篇章啊， 她凝聚了多少儿女
为之的奋斗和流血牺牲！
任何一个时代的变迁总会留下
历史的印记。 淮安税务所以拥有辉
煌的过去并将开辟崭新的未来，始
终凝结着市委、市政府和540万淮安
人民的共同奋斗， 始终凝结着一代
又一代有智慧、 讲奉献纳税人的共
同奋斗， 始终凝结着一代又一代有
信仰、有追求税务人的共同奋斗。
历史是智者。 国地税机构改革
以来的日日夜夜， 处处可见各级领
导干部身先士卒、 与广大干部职工
心手相助和同甘共苦的身影。 他们
对党赤诚， 他们带着干部职工的信
赖和爱戴，带着出色的工作业绩，带
着“合”和“并”的责任使命，有一批
主要领导在新机构挂牌前 先 后 由
“正”转“副”，用个人的“舍”带头换
取改革的“得”，将个人的进退留转
置于组织的需要之下， 此情感人至
深，此景使人敬重，此举让人敬意如
涌。 原淮安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军同志这次也由“正”转“副”，他
向市局联合党委和督导组表示：请
组织放心，我定当做好“第一助手”，
全力支持一把手工作， 他主动向新
到任的吴昊局长介绍队伍“稳”的情
况、中层干部“能”的现状，用理性、
包容的心态， 珍惜与一把手彼此共
事的缘分。 这位手捧政治合格优秀
答卷的他， 就像当年是原市国税局
优秀的法规处长、所得税处长一样，
这一次， 这位优秀的宠儿再次向党
和人民交出了一份高分 的 政 治 答
卷。
在感人至深的幕幕场景下，黄
卫东这位曾经的团职副政委、 曾经
的淮安市地税局后勤中心主任、淮
阴地税和洪泽地税的一把手， 同样
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当市局联
合党委宣布他由“正”转“副”到涟水
异地任职的命令后， 他与依依不舍
的原洪泽地税广大干部只作了简短
告别，便匆忙地赶到了涟水，投入到
新机构合并挂牌的紧张排练中。 连
日来， 他与既熟悉又陌生的同志们
广泛谈心谈话，了解熟悉情况，为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 支持王洪局长的
工作做好准备， 同样向党和人民递
交令人敬重的政治答卷。
新机构合并期间， 一向热爱纪
检监察工作的俞东明同志， 把改革
的大局深深地装在心里， 以一颗成
熟的政治心态、 一腔满满的职业情
怀， 没有任何怨言地离开了监察室
主任的岗位， 有情有意地为机构的
“并”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在原国税
系统及新机构成立后的淮安税务系
统，都留下了受人尊敬的佳话。 金湖
局联合党委委员、纪检组长孔庆勇，
在新机构合并前曾是原地税局的副
局长， 这次职务上的变动没有改变
他识大体、 顾大局和勤奋工作的那
颗初心， 任职后的第二天就与市局
纪检组和金湖县纪委完成了工作对
接。 他愉快地认为，履行监督责任同
样使命光荣。
人生没有彩排。 从这些同志身

上，我真实地、清晰地看到了党的力
量、 领导干部的榜样力量和政治信
仰的坚定力量。 正因为他们的付出
与奉献、示范与引领，才撑开了推动
改革的这片广阔的蓝天。 我久久伫
立在那儿，久久地伫立在被感动、受
感染的思绪中：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是一场大考， 面对这场空前的
考试，谁在率先回答时代之问、改革
之问？ 谁在率先交出合格答卷、满意
答卷？ 我要大声地说：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 淮安税务拥有一大批为党
尽忠、为国尽力、为民尽责、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党
员领导干部，为他们点赞吧！
黄河和长江告诉我： 人要有拼
的精神。 奔腾的长江所以翻卷晶莹
的浪花， 是因为浩瀚的江水掀起阵
阵波涛；滔滔的黄河所以奔流直下，
是因为黄河的水牵动了悠悠的中华
情。 机构的合并挂牌只是这场改革
攻坚战役的一个序、结集的一个号，
能否经受住改革大考的洗礼和改革
熔炉的淬炼， 开创属于新时代淮安
税务的崭新未来， 更艰苦的工作还
在后面， 使命时刻呼唤着每一个税
务人拼的精神、搏的意志。
“潮平两岸阔”。 国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催人奋进、
雄伟壮丽的改革进行曲已经奏响。
我们有理由坚信有市局联 合 党 委
“风正一帆悬”的把舵定位、攻坚克
难， 有理由坚信广大党员和税务干
部的拼搏奋斗、必胜信念，有理由坚
信淮安税务这艘巨轮的行稳致远、
驶向希望的彼岸。
我长时间伫立在那儿。 一个没
有经历国地税分设的我， 是难以体
会当年“分”的心境的；一个明年将
要退休的我，却赶上了“合”的机缘。
属于我的税务生涯是有限的， 属于
历史、 未来和充满希望的淮安税务
时代却是无限的。 我不能寄语什么，
因为20年我还是一个新兵。 我不能
预期什么，却可以期待什么。 在新的
征程上，我期待：

我期待着人人捧回高分答卷。
如期而至、 多事项叠加的改革正在
走向“
深水区”。 其中，“
三定”是一次
严峻的大考， 考场中人人都要完成
“进退和留转”、“岗位调整” 的必答
题。“
三定”划出了“
合格线”，也划出
了休戚相关的“利益线”、检验素质
的“检测线”，更划出了触碰不得、突
破不得的政策红线、 改革底线和纪
律警戒线。
我期待着未来的事业勃勃生
机。 二十四年来积蓄的“存量”珍稀
而宝贵， 在新征程上可供延用、整
合、提升的空间很大，谋划引领、改
革引领、创新引领的“增量”空间很
大。 呼应和对接新发展理念的“思路
站位高远、凝聚广泛共识，体制机制
科学、 管理措施配套， 组织愿景清
晰、充分尊重首创”应当成为淮安税
务展示新作为的“风向标”、发展的
“
助推器”、队伍的“稳定剂”。
我期待着未来的大家庭温馨浪
漫。 大家庭的“合唱”远比个人的独
唱要铿锵有力、优美动人，只有把人
心、 共识和干事创业的蓬勃力量汇
聚在新时代的旗帜下、 人民的旗帜
下、税收事业的旗帜下，发出的声音
才会悦耳动听，才会真正赢得时代；
在这个大家庭里， 期待着激活属于
淮安税务人不断前 行 的“一 池 春
水”，包括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等实
施人才兴税、 素质优先战略的一池
春水，包括推动创新理念深入人心、
创新工作热情涌动和创新工作项目
化、品牌化、成果化的一池春水，包
括思想政治工作春风化雨、 人文关
怀春风拂面、 税务文化春风荡漾的
一池春水，包括党的建设常建常新、
推陈出新、焕然一新。
母亲河优美、动人、奋进的旋律，
让久久伫立的我还想到了很多。 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都做支持改
革的参与者、 负重前行的攀登者、坚
韧跋涉的奋斗者和勇于搏击的弄潮
儿， 新时代淮安税务这艘巨轮一定
驶向光辉的彼岸。 （侍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