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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一“厅”一“湾”
建设银行打造“银客”服务生态圈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
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给金融服
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老年人
群受互联网金融影响小，对传统银行业依赖
度更高；另一方面，老年客群受主客观因素
影响，人工服务需求大，对实体网点和服务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需求。2021年，为继续做
深做透老年客群经营，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
以“高质量服务促品质，品牌化经营树口碑”
为经营思路，建成“老年服务室”+“适老厅
堂”+“劳动者港湾”三位一体的老年客群服
务闭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扩容生态
圈，形成了老年客群系统化服务管理模式。

“六个一”老年服务室
树立特色市场品牌

2019年，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在全辖推
广“幸福养老 建行相伴”老年客群综合服务
方案，初步形成老年客群规模化、系统化经
营体系。2020年，陕西省分行以统一老年服
务品牌“安心优享”为基础，深化老年客群经
营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分批推广建设“老年
客户服务室”。第一批选取了 102家老年客
群资源丰富的营业网点，通过将现有理财室
复用为老年客户服务室的方式，进一步提升
客群服务质量，形成一批特色服务网点。 并
通过“六个一”服务对“老年服务室”进行了
全方位管理。即：一个专员，一个专座，一个
专窗，一份专报，一个专区，一场沙龙。 为老
年客群配置了服务专员、配置了老年客户喜
闻乐见的报刊杂志、配置了血压仪、血糖仪
等设备。设置老年客户信息布告栏，宣传老
年客户关心的健康资讯、产品资讯和相关政
策等。不定期推出适合老年客群的沙龙活
动，从老年人的关注点出发，开展金融知识、

预防高息理财诈骗、健康知识、手机微信功
能“手把手”等系列沙龙。

通过“老年客户服务室“，让更多的老年
客群感受到建行服务和建行护老爱老的服
务理念。老年客群作为建设银行重点经营
的客群之一，近年来在建行金融资产和存款
稳定、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其每年存款增速高达 20%，资产和存款
新增贡献均占全行一半以上，已然成为典型
的高贡献客群。

“适老厅堂”
业务前移田间巷陌

“老年服务室“得以滋养开花并结果，源
于建设银行长久以来对厅堂服务的精益求
精。近年来，建行急社会之所急，痛社会之
所痛，围绕老年客户不断改进服务，细致入
微打造“适老厅堂”。

从进门到出门，建行对于老年客群体进
行了“一条龙”呵护。在各个网点配置了无
障碍通道以及拐杖轮椅，特别是新建以及新
改造网点，配置达 100%；全面嫁接电子业务
设备，大字版操作系统无缝对接智慧柜员
机，手机银行也推出了老年版、关爱版，乡村
版等特殊群体的专业版本。大音量、大字
体，让老年客户群体耳聪目明，同时，配备协
同引导人员。人、机联手，让老年客户群体
既能够享受到科技福利，也能够感受到建行
服务，从而顺利、快捷办理业务。

炎炎夏日，建行宝鸡河滨支行接到一位
特殊客户的需求，称其父亲常年因病瘫痪在
床，因其社保卡打了一笔补助款，现急需用钱
治疗，而社保卡未激活，无法取款，急需办理
社保卡激活业务，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且离网
点较远，所以其子女特意咨询看能不能由河

滨支行上门办理社保卡激活业务。
本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信念，建行宝

鸡河滨支行的行长和主管得知客户的需求
后，立即在网点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果断决定
利用班后时间前往核实办理此项业务。经历
了颠簸的车程到达客户家中，见到银行人上
门服务老人激动不已。工作人员核实了情况
的真实性和老人的意愿后迅速帮助老人办理
了社保卡激活业务。老人高兴地说，终于了
了他一桩心事，救命钱可以取出来了！

据了解，近年来建行上门服务的频次不
断增加，“建行到家”等便民服务持续推进。
2021年，仅针对老年客群上门服务频次就高
达3000多人次。进社区、进单位，田间地头，
巷陌小弄……建行将服务前置、厅堂业务前
移，借用送温暖、防诈骗、健康讲座、金融知
识宣讲等一系列公益活动，不断与老年客群
拉近距离。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网点各类
宣传公益活动达上千场。

“劳动者港湾”
歇脚喝茶“智者怀仁”

而对于西安很多环卫工人而言，感受到
建行关爱则来自于“劳动者港湾“。很多人
都是劳动者港湾的“常客”，每天工作休息期
间，都会过来喝喝茶休息一会。如果说，老
年服务室是建行“适老厅堂”生息化育而成，
那么“劳动者港湾”则是建行助力老年型友
好社会的初始，是“智者怀仁”“国之大者”的
最美践行。

记者从多家“劳动者港湾”了解到，“劳
动者港湾”配备有饮水机、休息桌椅、图书、
充电器、婴儿车、轮椅、微波炉等几十项服务
设施，划分有休息区、卫生间、母婴室等功能
区域。近年来，建行不满足于自身的网点体

系，不断外扩。据悉，2018年—2021年，建设
银行陕西省分行与29家外部单位进行了“劳
动者港湾”共建合作，尝试打造各类特色港
湾，政务、养老、文化、党建、军人服务……

“劳动者港湾”圈层不断更新扩容。截至
2021年，陕西分行全辖 425个营业网点全部
设置了“劳动者港湾”，开放卫生间 291个。
自2018年“劳动者港湾”建成以来，全辖网点
累计服务社会各界劳动者和建行客户约708
万人次。

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的一“室”一
“厅”一“湾”里，设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区，为老年客户进行金融知识普及与老百
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金融知识。
针对不同重点人群的生产生活需求，帮助
老年人学习养老理财规划、电子支付工具
使用技巧，提示防范电信和网络诈骗。强
化老年客户风险意识，做好老年客户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安康分行、延安分行通过“老年客户服
务室”开展“金融知识扶贫”专项服务活动，
为广大乡村群众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的消
保课堂，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小爱汇聚大爱，从“劳动者港湾”到“适
老厅堂”再到“老年服务室”,以老年客群优质
金融与非金融服务为依托，相互融合，彼此
促进，形成了建行特有的“银客”服务闭环，
不断更新扩容生态圈。

做有温度的银行，让人民群众更有金融
获得感。

肖萍本报记者 杨代利

陕西“老年友好型社会”
金融话本探究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维）10月13日，
记者获悉，为加快补齐城市停车供给
短板，进一步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推
动高质量发展，省发改委、省住建厅、
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制定《关于
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实施意
见》，鼓励医院、学校、商业综合体等
夜间闲置车位向周边居住社区开放，
鼓励旅游景区、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
停车场在空闲时段向社会开放。

到2025年
基本建成城市停车系统

《意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
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满足群众
合理停车需求，进一步提升城市治
理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到2025年，
基本建成配建停车设施为主、路外公
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
城市停车系统，停车资源高效利用，
停车难问题有效缓解，政府引导、市
场调节、社会共治、社区参与的城市
停车管理治理新格局初步形成，居住
社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重点
区域停车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逐步消除
公交车夜间占道停车

加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有效
保障基本停车需求。新建居住区和
公共建筑必须严格按照配建标准建

设停车位，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事
中事后监管。结合老旧小区、老旧
厂区、老旧街区、老旧楼宇等改造，
因地制宜扩建新建停车设施。鼓励
通过内部挖潜、片区综合治理和停
车资源共享等方式，创新停车设施
共建、共管、共享模式。加大公交场
站停车设施配建力度，有效保障公
交车辆停放，逐步消除公交车夜间
占道停车。

合理满足出行停车需求，重点
围绕医院、学校、办公楼、商业区、工
业区、旅游景区等停车矛盾比较突
出的区域，区分不同时段和时长停
车需求，合理确定停车设施规模，通
过深入挖掘地上、地下空间资源新
建公共停车场。鼓励符合条件的停
车场开展机械立体停车位改造，进
一步增加泊位数量。适当控制公共
交通比较完善的区域停车设施建设
规模，鼓励绿色出行。

加强枢纽停车衔接，加强停车
设施与公共交通的有效衔接，鼓励
围绕城市轨道交通外围站点和公交
首末站周边同步规划建设“停车+换
乘”（P+R）停车设施。对于城市停
车供需矛盾突出、停车资源严重不
足的区域，要逐步加大公交设施、公
交运力投放，着力提升公交服务水
平，优化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
市出行结构。

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
适度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

有序推进停车资源开放共享，
鼓励居住社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基
本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将部分日间
闲置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鼓励医
院、学校、商业综合体等夜间闲置车
位向周边居住社区开放，探索有偿
使用、收益分享经营模式，进一步满
足不同时段差异化停车需求。鼓励
旅游景区、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停
车场在空闲时段向社会开放，鼓励
城镇老旧小区居民夜间有序利用周
边道路停放车辆。支持机关、企事
业单位在加强安全管理和保证行政
办公正常运行前提下，有序适度向
社会开放停车设施。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规范运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
推动停车设施建设、运营。对停车
需求大、收益较好的停车设施，鼓励
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投资为主开发运
营。对停车需求较小的停车设施，
鼓励通过合理确定收费标准、政府
适当让渡项目收益权，或允许在不
改变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且不减少
车位的前提下，将部分建筑面积用
作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等方式，弥补
停车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不足，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

据新华社电 记者13日从公安
部获悉，自今年10月20日起，在全
国第一批推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
电子化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太
原、沈阳、哈尔滨等 110个城市第
二批推广应用。第二批 110个推
广应用城市将自 10月 20日至 26
日错峰上线电子驾驶证申领功能，
驾驶人可以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
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
APP申领电子驾驶证。下一步，公
安部将加快驾驶证电子化全国范
围内推广应用。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 28个城市启用，已有

1600多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
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
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
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
会应用场景。

据了解，自今年9月1日起，公
安部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驾驶
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

“交管12123”APP核发货车电子通
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
等 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
管便利措施。4项新措施推广应用
以来，已惠及 1700多万人次，减少
群众企业办事费用5.6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明）10月 13
日，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
信日主题论坛在西安曲江举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
局长隋静、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
长姜国利、陕西省委网信办主任鲍
永能、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局长高彩
玲等出席并讲话。

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
陕西省通信管理局、西安市大数据
资源管理局共同主办，是2021年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主题日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主题论
坛致力于宣传网络安全知识,提高
全社会网络安全以及反诈骗意识,

推进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论坛以“反诈勇担当 同心筑

坚墙”为主题，邀请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研
究机构及国内知名网络安全企业
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分别围绕防范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5G应用、智能
网联汽车等作主题演讲，旨在宣传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全社会的
网络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技能，共
同筑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2021年网安周电信日主题论坛举办

关注2021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我省有序推进城市停车资源开放共享

鼓励医院学校
夜间闲置车位对外开放

公安部：
20日起新增110个城市启用电子驾驶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