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是“逛超市” ，为什么到付款时，别人会比你要

少付钱？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复杂。贵阳市许多超市与银

行、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机构都有合作，只要善于运

用各家银行和支付机构的优惠券和立减活动，

就能花更少的钱买到同样的商品……

首先是银行方面， 只要

持不同银行的信用卡去超市

刷卡消费， 就可以得到相应

优惠。

12月 31 日之前的每周

六， 持贵阳银行信用卡在合

力、 星力超市的指定门店，每

周可享受一次满 100 元立减

16 元，每卡每周一次；同样是

每周六，持华夏信用卡在星力

超市指定门店，消费满 100元

随机立减

18-58

元； 每周五至周日，

邮政储蓄信用卡在星

力超市满 99元立减 30元，

每卡每周一次，每月两次。

这些优惠力度都不错，

星力超市门店也比较普及，

但是缺点就是都需要开门较

早去刷卡消费， 名额有没有

使用完毕并不知道， 存在不

确定性。

在 线 支 付

APP

“翼支付”

有时候也会

有比较不错

的 优 惠 活

动。 比如在

凯辉、 星力

超市，每周五

电信绑卡二星

级客户消费 50

元立返 20 元，缺点

是先消费后返还，依然是

不够透明， 如果名额用完也

就无从优惠了， 不确定性比

较大。 不过，“翼支付” 会在

一些特别日子如国庆、“双

十一” 等推出全部客户都能

参加的五折立减活动， 值得

参与，一般是在永辉超市。

京东支付在贵阳地区长

期与北京华联合作， 经常推

出立减活动，如满 50 元立减

25 元等等，目前的活动为满

50 元立减 5 元， 力度一般。

好处是名额剩余多少， 会在

京东支付的微信公众号上直

播， 如果名额显示没有的话

就不用去参加了。

微信支付依然是周末支

付满 2 元可以参加 “摇一

摇” 抽取免单奖励，有时候

会在沃尔玛或者是家乐福超

市推出满 300 减 50 元等活

动。

淘实惠

本报讯 近日，工行黑马支行贴心为客户兑

换残损币，获得了客户的赞扬。

日前， 一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来到了工

行黑马支行厅堂，请工作人员帮忙兑换残钞。工

作人员先将客户搀扶到特殊窗口， 然后接过老

人手中的一个袋子。工作人员打开袋子后发现，

袋子里的钱已全都被烧焦，有的甚至都分不开，

票面包含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

工作人员开始把烧糊的钱逐一撕开， 在符

合兑换条件的前提下， 尽可能为客户找到能兑

换的纸币。经过近两小时的忙碌之后，该网点最

终还是为老人完成了兑换工作。 拿到崭新钱币

的老人，不停地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对该网

点认真负责的态度赞不绝口。

（陈敏 杨彦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黑马支行

贴心为客户服务

本报讯 近日，工行贵阳云岩支行营业厅为

因病卧床的客户提供上门核保服务， 并利用工

行即时补卡的业务， 高效帮助客户补办遗失了

的社保卡，获得了客户及其家属的赞扬。

日前， 一位张姓女士来到工行云岩支行营

业厅询问补办社保卡事宜， 当得知挂失社保卡

需要本人到场后， 张女士表示社保卡的持有人

是其父亲，但年龄较大且身体不适需卧床，亲自

来银行挂失社保卡难度太大。银行柜员得知后，

向她说明特殊情况可以上门核保并让张女士留

下了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当天下午， 网点两位工作人员来到老人的

居住地进行核保。随后，张女士和银行工作人员

一同回到网点办理社保卡补办业务。 通过即时

补卡，约十来分钟后，张女士便拿到了补办的社

保卡。

据了解， 工行贵阳云岩支行营业厅是贵阳

28家可办理金融社保卡即时补办的网点之一，

只需十分钟，遗失的社保卡便可补好。

（王欣悦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云岩支行营业厅

为卧床客户补办社保卡

【工行温度】

数零钞，兑残币———

■银行资讯

工行金阳支行

保障 1号线运营服务

本报讯 为落实全国金融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18 年“普及金融标准，提升服

务质量” 主题活动的通知》和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科技标准

与应用宣传（含支付技术标准）

的通知》，光大银行围绕“普及

金融标准提升服务质量” 主题，

重点宣传普及新标准化法和金

融科技标准及应用。

光大银行于近期在总、分行

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旨在向金融

从业人员宣传金融科技标准，培

养标准化工作的意识，传播质量

理念， 开展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向公众宣传金融标准化知识，引

导其选择达标金融产品和服务。

消费者无论是身处银行网

点、社区、学校、商圈，通过海报、

电子屏、微信、微博各种渠道都

能获得金融标准化的新知识和

新体验。 光大银行各分支机构共

21 分行、600 多家支行、50 多家

社区银行近 700 余人次参与宣

传；电子屏宣传播放 1304 次,媒

体报道次数 26 次；微信、微博宣

传 1000条； 宣传材料发放 8000

多份；进社区、学校、商圈等宣传

近 20 次；宣传文稿 6 篇，接受客

户现场咨询多达 8000 余人次；

通过微信平台持续推送金融标

准，受众客户约 77000人。

金融标准化为消费保驾护

航，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通过

现场宣讲、媒体报道、自媒体传

播等渠道，采用老百姓听得懂的

语言普及标准知识，网点摆放宣

传手册和折页、 设置咨询专员，

通过商圈宣讲“普及金融标准提

升服务质量” 主题活动，影响消

费者感知和体验，方便消费者获

取金融标准化及安全质量知识，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昆明分行进

入云南财经大学等 10 所高校和

幼儿园，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

折页、开展金融知识讲座，在昆

明信息港、云南网、云视网、云南

手机台

APP

、今日头条等媒体刊

登，进一步提升公众对金融知识

和金融标准的了解；宁波分行在

中秋文艺晚会上，以小品的形式

为当地居民普及金融标准知识；

南宁分行向青年消费者传播金

融教育金规划、银行卡使用和资

金安全等金融知识。

（本报记者 王蕾）

光大银行开展“普及金融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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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购买“油盐酱醋茶” ，为啥别人就能省钱———

你真的会“逛超市”吗？

本报讯 12 月 1 日， 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

正式全线运营。 作为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的服务落地行， 工行贵阳金阳支行全力配

合轨道公司做好运营服务工作， 为完善贵阳市

公共交通网络贡献力量。

为确保轨道交通 1 号线的顺利运营， 该行

定期参加轻轨服务专班周联席会议， 收集与轨

道工程顶目相关服务需求信息，做到早准备、早

预测、早落实。同时，该行联动相关部室，积极与

人行进行对接，为各站点备足零钞硬币，以满足

客户需求。

此外，该行建立服务保障长效机制，通过了

解掌握客户阶段性需求， 及时提供适时对应服

务保障，通过深化服务保障功能，对可能衍生的

服务顶目，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在业务上做足准

备， 确保为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提供

优质服务。 （张四维 本报记者 王蕾）

五大措施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民生银行获“卓越供应链金融创新银行”殊荣

本报讯 日前， 在由经济观

察报社举办的 “观察家金融峰

会 ” 上 ， 民 生 银 行 获 得

“2017-2018 年度卓越供应链金

融创新银行”殊荣。 这是对该行

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探索实践、

创新举措、经验成效等的充分肯

定。

今年 5 月，民生银行加大了

对供应链金融的战略业务投入，

组建了供应链金融事业部，成为

银行业内第一个在总行设立供

应链金融专业部门的银行。

民生银行借助科技平台、大

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电子加密

等创新技术手段解决供应链金

融中的痛点和难点，实现科技赋

能；同时又立足于供应链上交易

场景，深度研究不同行业、不同

场景下的行业特征，丰富基础金

融产品， 配套先进技术手段，围

绕客户需求在融资、结算、理财

和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提升客

户综合金融服务体验。 基于传统

供应链业务的更新迭代，民生银

行供应链金融事业部分步建设

和完善科技开放平台，不断优化

项目管理及业务流。 目前已在汽

车、医药、白酒、家电、建工、政采

平台等六大行业内形成配套的

解决方案与完整的综合产品体

系。

以医药行业供应链为例，

医疗器械“两票制” 改革推动

了医药流通企业直面下游医院

等消费终端业务拓展， 传统交

易模式增加了流通企业资金流

转压力。 民生银行供应链金融

依托发票验真、大数据、多维风

险模型、 线上账务管理与资金

归集等科技金融手段，开发“应

收 E” 融资产品并成功应用于

瑞康医药项目， 基于对下游优

质买方赊销模式的交易， 解决

核心企业因上、 下游账期错配

的资金流紧张与财务结构调整

需求， 依托核心企业完善销售

网络与管理体系等禀赋资源，

实现医药流通企业应收账款智

能化管理。 “应收 E” 避免了买

方对应收账款转让的繁琐确

认，实现跨行回款的自动归集，

最大限度地保持核心企业与客

户原有的交易习惯。

未来，民生银行供应链金融

将继续开拓创新， 回归本源，服

务于实体经济， 为客户提供全

面、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共同

打造供应链金融的新生态。

（本报记者 王蕾）

银行信用卡

银联“云闪付”

移动支付 商家活动

核心提示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指定

银行卡消费有所限制， 没有

这么多银行卡怎么办？ 很简

单，可以参加“云闪付” 的活

动。

在贵阳市多个便利店、

超市用二维码扫码消费就可

以享受特定日五折、平常满 2

元随机立减的活动， 门店包

括宾隆、智诚、红华、地利、大

家乐、凯辉等多个超市，而且

也不怕名额没了白跑一趟，

因为名额消耗情况会在

APP

中显示，比较透明便捷。

根据经验， 满 2 元随机

减一般都能立减 1 元钱以

上，比较实惠而且名额很多，

而满 30 元立减的活动参加

人数多， 需要早点去便利店

排队才行。

除了以上立减、 立返

以外。 家乐福、永辉这两家

超市喜欢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放单品券， 如一分钱小

米、一毛钱矿泉水等等，只

要关注公众号就可以及时

获取信息， 但是一定要及

时领券， 因为是全国粉丝

一起抢领。

“双十二” 即将到来，

云闪付会在多家超市举办

五折立减活动，支付宝、口

碑也将有所动作， 也会在

很多超市开展满额立减活

动， 而家乐福超市已经提

前在微信公众号发放了一

分钱、一毛钱优惠券，可以

购买香油、 百洁布等特价

商品。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

在各超市、

APP

、 各家支付

机构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这些信息。

本报记者 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