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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阎河）作为普
惠金融的典范，邮储银行焦作市分
行致力县域业务发展，全力支持各
县域支行积极服务地方经济。日
前，该分行公司业务部先后通过多
项举措，推动温县支行与当地相关

单位签署债券资金监管协议，并帮
助修武县支行与当地房管局达成预
售房资金监管意向。

据了解，该分行公司业务部协
同温县支行，多次向温县政府汇
报，协助温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发行债券，力促该公司与开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企业债发
行合作协议。同时，温县支行也与
该公司签订协议，成为债券资金监
管行，并初步选取“温县太极文化
旅游项目”作为本期债券募投项

目，发行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债
券期限为 7 年。此项目成功落地，
主要得益于该分行公司业务部扎实
开展市场摸排，灵敏捕捉市场商
机，积极协调省分行对接证券公
司，协同温县支行主动对接温县政

府及温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据悉，该分行公司业务部还协
同修武县支行，与修武县房管局就
预售房资金监管项目进行洽谈，并
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邮储银行焦作市分行力推县域业务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侯得山） 2016年12月份以来，焦
作中旅银行小微金融部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成功营销
深圳航空公司员工小微贷款业务。

2016年12月初，该行小微金融部获悉深圳航空公
司业务信息后，立即行动，抽调精兵强将，前往该公
司，采取“移动开卡，驻地受理，现场审批，材料寄
送，限时放款”的工作方式，在20多天内，共计办理
贷款 383 笔，完成贷款投放 28745.8 万元，开办“i 旅
游”卡377张，手机银行、网银377户，派生对公存款
18519.9万元。该行工作人员真诚的服务态度、专业的
金融服务水平，给深圳航空公司员工留下深刻印象，并
赢得好评。

焦作中旅银行小微金融部

力拓深航批量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薛飞）建行焦作分行坚持以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在服务实体经济上下功夫，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加快有效信贷投放，为我市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助力。截至目前，该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118.77 亿元，仅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10 日，新增加
11.02亿元，创历史纪录，各项贷款总量、贷款新增均
居全市五大行第一，贷款新增在全省建行系统排名第
三。

今年一开年，该分行从加大贷款投放入手，重点跟
进全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工业升级、招商引资等建
设项目，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项目对接，加快已批项目
实施。自2016年建行河南省分行与焦作市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以来，建行焦作分行已储备项目26个，储
备金额 162 亿元。同时，认真履行国有银行的社会责
任，做到不随意压贷、不闻风抽贷、不跟风起诉，与企
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努力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建行焦作分行
助推地方经济强势开局

本报讯（通讯员刘丽君）日前，中国银行业协会授
予全国10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2016年度“中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称号，工行环城
东路支行获此殊荣。据了解，这是该支行继成功创建
2015年度中国银行业协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营业网
点”后，又获得的一项荣誉。

为落实2016年度工行焦作分行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千佳示范单位创建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支行成立
了“争创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活动领导小组，
围绕活动主题，制订活动实施方案，明确岗位责任，紧
盯活动进度，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该支行对照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考核评价标
准，逐条开展自查，建立自查情况台账，并逐条落实整
改目标、整改时限、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不断完善硬件
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客户体验，并完善员工休息室和阅
览室；采取一帮一、员工角色互换体验等办法，不断规
范和提高员工服务态度和技能，切实改进员工服务品
质，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增强服务软实力和综合竞争
力。

与此同时，该支行不断强化服务管理，指定专人根
据十个模块以及不同模块的分项，按时间和模块分项，
分条设立档案，为考评组提供全面档案，为创建活动奠
定扎实的基础。

工行环城东路支行
获评2016年度“千佳示范单位”

本报讯（通讯员晁永利）为进一步展示农信联社良
好的社会形象，日前，温县农信联社员工在班子成员的
带领下，不惧寒冷，高举“春天行动”的旗帜，统一着
装，身披绶带，走上街头，开展“展农信形象，促存贷
营销”宣传活动。

当日，温县农信联社员工从机关门口出发，顺着
古温大街、振兴路、人民大街、太行路到达文化广
场。

在行进途中，6名身披绶带的温县农信联社员工拿
着宣传页和大红“福”字，为临街商户送“福”，并宣
传推介农信联社存贷款业务和新产品。同时，积极向群
众宣传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理财陷阱等
金融知识，受到了广泛好评。

温县农信联社
开展金融产品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韩扬发） 去年以
来，农行焦作分行把提高机关工作效能
作为重中之重，争当全行表率，力求发
挥好经营管理的“中枢神经”作用。

该分行加强直接营销能力建设，采
取客户分层营销、分类管理，由该分行

直接负责对铁路、公路、棚户区改造等
政府主导项目的金融服务统一规划，牵
头营销、加强联动，大力提升该分行直
接经营能力，优化经营布局；号召全体
员工动起来、走出去，实施“保抢挖”
营销策略，大力渗透重点项目、大客户

和薄弱环节，并指导协助基层行做好服
务工作。

在狠抓重点工作推进方面，该分行
将一个季度的工作计划分解落实到月、
具体到人，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业务督导
会，对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农行焦作分行提升机关工作效能促发展

日前，中行焦作分行召开2017年“开门红”誓师大会。会上，该分行为2016年获得省、市级个金业务条线的优
秀团体和个人颁奖，并对2017年个金业务“开门红”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图为中行焦作分行2017年“开门红”誓师大会现场。
李坤峰 摄

年轻人频繁跳槽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年
关将近，不少职场人开始蠢蠢欲动，为跳槽
作准备。但也有不少年轻人依然期待拥有一
份稳定的工作。日前，一项调查显示，
64.6％ 的 受 访 职 场 人 目 前 有 跳 槽 打 算 ；
65.5％的受访职场人认为，跳槽是加薪的有
效方法。但调查同时显示，还是有72.7％的
受访职场人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77.5％
的受访职场人希望用人单位制定合理的加薪
和晋升制度，以留住人才。对此，你怎么
看？

【观点1+1】
@苏懿谅谅谅：适则留，不适则走，

物竞天择，有目标和追求总归是好事。
@新闻系万家凝：众里寻他千百度，

殊不知最好的可能就在自己身旁。年轻人在
选择工作单位的时候，要多想想自己能给单
位创造什么，而不是总想单位不能给自己什
么。每个人在单位履职都是一场马拉松，需
要的是耐心和坚持，最忌的就是浮躁。

@露丝独特：跳槽不利于社会价值观
的树立。爱岗敬业是社会价值观的一大体
现，跳槽却与爱岗敬业大相径庭。

@不知潇湘在何处：现在的年轻人比
较有思想，有个性，渴望自己的能力能得到
领导的认可，能实现自我价值，这类跳槽是
可以理解的。但要注意的是，在跳槽前务必
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首先要明确自己奋斗
的目标和方向，然后及时找好下家，做到

“有备而去”，做到理智跳槽。
@清静晓梅：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人们面临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也有了更多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这也就出现了跳
槽现象。跳槽不是一件坏事，离开不适合自
己的工作，跳槽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也
是值得的。

@青天123ab：个人觉得趁着年轻就
应该多些经历，到了 40 岁再稳定下来就可
以。

@小帅哥Peterwang：真正的稳定，

不再是依靠一家企业，而是依靠自己。打铁
还须自身硬。能力到位了，走到哪里都可以
拿到高薪。明白这一点，就能很好解释为何
年轻人既爱跳槽也爱稳定这一看似矛盾的现
象。建议用人单位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
光用人，也要注意培养人才，为员工提供在
企业内部发展升迁的路径、机会。

@晓平王：职场流动性增强是经济不
断发展、产业不断升级带来的必然结果，除
了获得更高的薪水，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开
拓眼界，甚至接触到不同的技术、理念、职能，
更能快速提高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人往高处
走”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芳心云天：谁不想拥有一份稳定的
工作？如果工作得愉快开心、薪水如愿，谁
也不愿意“挪窝”。至于跳槽，那也是不得
已而为之。当然，信息社会，竞争激烈，又
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时代，老板和员工都有选
择的权利。

@卯日星官957：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跳槽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实现人生
价值的途径。对员工来说，跳槽能迅速跨越
职业发展的瓶颈期。对单位而言，可以吐故
纳新激发员工活力。因此，跳槽谋发展，实
属正常。

【下期话题】

职业尊重与个人素养
每到饭点，叫外卖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也使得外卖小哥与快递小哥并称为服务界的
“绝代双娇”。外卖小哥为了大家的三餐外
卖，风里来雨里去，着实辛苦。近日，网
上一段视频刷爆了朋友圈，一名外卖小哥
因送餐超时急哭了，看起来让人心酸。有
网友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请在尊
重别人服务中体现自我素养。”对此，你怎
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建新

【今日话题】

职场选择

考试季临近，南京市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却
“心里不慌”。南京一中国际部主任黄侃发明“分
数银行”，考分在及格线以下的学生，可以向任
课教师申请“借分”，下次考试出分再行“还
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黄侃表示，“分
数银行”灵感来自实体银行，目前仅在国际部推
行，有包括信用评估在内的完整“借贷”流程，
其创设目的，则是为了给学生减压。

（据《新京报》）
在学校正规考试基本都是一次定乾坤的背景

下，南京一中推出“分数银行”，无疑是一次有
益尝试。它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借分”，先解
决学生“挂科”之忧，然后再用他们的日后考分
来偿还。这样一来，就相当于给了学生一次再考
的机会，不仅会舒缓他们的临考压力，还会增添
他们日后的学习动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推行“分数银行”，是针
对考分接近及格的学生，这又等于给了那些平时
学习尚好，却因其他原因，比如身体有病短暂休
学、或一时没发挥好的学生一次补课和补考的机
会，这种网开一面看似不公平，其实又有公平在
里面。毕竟学生的学习底子摆在那里，怎可因为
一次不可抗拒的短暂失学和一次一不小心的失
利，就让他们“冤死”在“挂科”上？因此，让

“分数银行”惠及这部分学生，就如同银行向基
础好且有潜力的企业放贷，一定会得到不俗的回
报。

当然，这一“分数银行”也不是无懈可击。
从南京一中推行的情况看，最少暴露出这样两个
弊端。一是“高利贷”的做法不合理。具体到操
作上，就是学生借一分要还两分。它的不合理在
于，这样的“还贷”属于利滚利性质，极易导致
学生为还“高利贷”，走入“挂科”又“挂科”
的恶行循环。这样不仅让学生陡升在学习上的

“还贷”压力，还会让他们的下次考分变得贬
值，很难反映出当下考期的真实学习状况，难免
影响到因材施教。二是“借分”学生无偿还能
力，让担保学生“还贷”也不可取。这种株连毕
竟不同于银行的实际贷款，只要落实“还贷”就
万事大吉。它的不可交易在于，在学习问题上懂
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谁也不可能代替谁。如
果像考试这样的关卡也能随意被代替踏平，那不
仅让学校考试变成儿戏，还严重挑战教育公平，
委实不宜操作。

总之，对于“分数银行”这件事，既不可一
棍子打死，也不可放任其施行。只要我们权衡利
弊，并做足留“利”去“弊”的功课，完全可以
允许学校边走边尝试。

“分数银行”有利也有弊
□王恩亮

1月9日，云南昆明海埂大坝出
现了4起游客捕鸥拍照事件。其中一
名50多岁的男性，在听到现场巡逻
保安人员“不能抓，快放了”的大
声劝阻后，恼怒地揪住红嘴鸥翅膀
往下一甩，将红嘴鸥重重地摔到地
上，致使这只红嘴鸥翅膀折断，流
出血来。目前警方已立案处理，当
事人将面临高额罚款。

（据央视新闻）
得益于广大市民和游客的长期

呵护，每年飞到滇池越冬的红嘴鸥
越来越多，且不再怕人，看鸥、喂
鸥与鸥和谐共处，已然成为冬日昆
明的一道招牌风景。好景致缘于文
明旅游的公德心，也和当地在管理
上坚持从严执法不无关系。而这
次，笔者也在网上听闻一种“异
议”，称游客固然不对，但估摸着保

安规劝时肯定态度不好，以至催生
了被劝者的过激反应。

游客摔鸥还怪“规劝失当”？这
样的歪理尽管不占舆情主流，但至
少表明了一点，看待文明休闲和游
玩，有些人就是改不了“严以律
人，宽以待己”的毛病。好的态度
是建立在远离陋习、遵章守法的基
础上，假如自己做错了事，还要求
别人谨小慎微地把你哄高兴了才愿
意去改，试问应当将你看作成年
人，还是该视作黄口小儿呢？

珍惜美丽风景，杜绝“辣手摧
鸥”，自然离不开规劝教育和严格执
法两手抓。记忆犹新的是，前年冬
季，一名游客在昆明海埂大坝抓捕
海鸥，致使红嘴鸥翅膀折断，因伤
势过重而死亡。随之，昆明森林公
安部门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将嫌疑人扈某抓
获，作出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这则对虐鸥致死“跨省处罚”的消
息传开，顿时引来网上一片叫好，
可见人们已越来越形成共识，文明
旅游就是容不得“害群之马”。

“跨省处罚”的先例摆在那儿，此
次游客摔鸥，显然也将面临高额罚
款。不过，就此事件，网上冒出的
个别奇谈怪论也在提醒我们：面对
某些人积重难返的旅游陋习，更需
要关注与重视的，未必是所谓的“规
劝态度”，而是能不能做到严管严
治，让那些疏于自律者放弃侥幸心
理，真正领教啥叫“有过必究”“有法
必依”。换言之，每一起罚到心疼和
肉痛的依法处置，恰恰是最能收到
教育实效的“规劝态度”。

的确，实现文明旅游难以一蹴

而就。对旅游者文明修养和道德素
养的不断提高，也该抱有“心急吃
不了热豆腐”的正确心态。但很多
情况下，文明并非高不可攀，而不
文明则根本是出于一种毫不在意。
有人就编了一段戏言，称大多数缺
乏文明意识的游客，经常有着以下
几个特征：见到雕塑要摸一下；见
到活物要逗一下；见到人多的地方
要挤一下；啥都没有至少还要大声
喧哗一下。如此说来，文明游玩有
多难呢？

冬日昆明“辣手摧鸥”的遗憾
之事，说小了是个别游客的游德缺
失，言重了也折射出“依法治游”
还欠有力。所以，循循善诱并非处
处适用，对游客摔鸥这样的残忍行
为，还是少拿“规劝失当”替其开
脱与洗白。

游客摔鸥还怪“规劝失当”？
□司马童

收钱放行

1月6日起，一则《关于被东阿交警敲诈
收黑钱的举报》举报信在网上流传。信中称，
一名大货车司机因酒驾在山东东阿县境内被交
警拦停，交警随后收取5000元现金，归还证
件放行。1月9日，“货车维权人士”王金伍告
诉“北京时间”，聊城交巡警支队一名副支队
长向其解释，为督促违法司机事后到交警队接
受处理，涉事交警收取的 5000 元钱是一个

“保证押金”，目前涉事交警已被停职。
王 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