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驻保亭记者 张宇博 通
讯员 潘达强冤1月 9日上午袁 槟榔谷
旅游集散中心暨槟榔谷人窑之和国际
旅行社揭牌仪式在三亚市隆重揭幕遥
该中心将以游客大集散为核心袁集门
票预订尧一日游产品预订尧机票预订尧
酒店预订等综合旅游咨询服务为一
体袁 打造旅游超市的一站式服务袁让
游客享受到便捷尧舒适尧有效地服务
体验遥 集散中心新推行的野民俗养生
一日游冶袁 游客可享受交通尧 入园便
利尧导游讲解等服务遥

槟榔谷集散中心
三亚隆重揭牌

商报全媒体讯 (数字记者 王辉)
1月 11日下午袁我省首家古玩市场经
营者组成的社团组织要要要海南省古
玩市场经营协会在海口鼎臻古玩城
宣告成立遥
海南省古玩市场经营协会袁是由

海南省从事古玩文化市场经营的单
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地方性尧 行业
性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遥 大会通过了
叶海南省古玩市场经营协会章程曳叶海
南省古玩市场经营协会会费标准及
管理办法曳遥

海南古玩市场
经营协会成立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昨日袁记者从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了解到袁海口市菜
篮子(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蔬菜交易大棚 1月 15日即将试营业遥

据了解袁市场自试营业起半年内
摊位租金尧佣金全免袁3个月内可享受
过海船费报销袁每个摊位免费提供 50
平方米冷库储存服务遥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袁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
易大棚试营业后袁将同时提供免费冷
库储存 3个月袁提供免费场地租赁半
年袁提供全链条餐饮尧住宿等配套袁提
供大型商户南菜北运市场对接遥 同时
自提业务中 16种保供稳价菜自提价
格比批发价格低 0.2元/斤遥自提时间
为每天的凌晨 3点钟遥

海口菜篮子
农副市场试业
半年内租金尧佣金全免

随着出境游的快速增长袁 海外自驾也
逐渐兴盛袁 公开数据显示袁 2015年中国互
联网境外租车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131.3亿
元人民币袁预计 2016年交易规模将环比增
长 88.6%遥 驴妈妈出境游负责人表示袁中国
驾驶证在国外是不被认可的袁 并没有国际
驾照一说袁如果要去右行地区租车自驾袁 建
议出行前把中国驾照翻译成英文并去公证
处办理驾照公证手续遥

在租车自驾的目的地选择中袁
一定要提前了解中国驾照在
当地是否被认可袁 否则可
能无法租车自驾遥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
2017年元旦假期鸡年旅游迎来开

门红袁尤其是出境游热度空前袁驴妈妈旅游
网发布的叶2017元旦出游报告曳显示袁今年元旦

出境游人次是去年同期的 2.47倍遥 接踵而来的春节
长假袁出境游预订同样火爆袁数据显示鸡年春节出境
游人次将首次超过 600万遥业内人士预计袁今年出境
游市场将继续火爆遥

12财经/要闻 2017. 1. 12 星期四 实习责编/陈德文 美编/蔡小霞

海南工行网点“智能化”提速

90家网点完成智能银行改造
野当你走进银行营业厅袁客户

经理早已拿着移动 Pad等候你的到
来袁 他不仅对你的金融服务诉求了
如指掌袁 而且提供了多种资产配置
和投资方案供你参考遥冶这是全球最
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在叶2016
年的银行业曳 中畅想的未来银行服
务场景遥如今袁这一想象中的场景已
在工行海南省分行的智能网点中变
成现实遥

据了解袁2016年以来袁 工行海
南省分行大力推广智能银行落地到
网点袁目前已完成全省 90家网点智
能银行的改造工作袁 智能银行数量
排海南省银行业第一遥

全程智能办理尧自助选择

野现在在工行办一张卡只需三
分钟钥 冶近日袁记者来到了海南工行
的一家网点亲自体验遥

在大堂经理在指引下袁 记者在
野智能银行体验区冶体验了野快捷办
卡三部曲冶要要要第一步院只需在智能
终端上轻轻点击野我要办卡冶曰第二
步院点击阅读办卡协议尧刷身份证尧
填取相关信息曰第三部院只需在前置
镜头上拍照尧签名并确认袁然后系统
会自动推送信息至产品领取机遥 很
快就办理完成并领取到 野工银灵通
卡冶袁同时配套领取了一个免费的网
银电子密码器袁 比在传统网点柜面
办理时间缩短了 80%遥
据了解袁在智能银行袁工行通过

智能化处理平台为客户实现 野全程
智能办理尧全程自助选择冶的全方位
金融服务遥 工行的 野智能银行体验
区冶袁 一般配套设置了智能柜员机尧
产品领取机尧 打印机等三种智能设
备袁其中袁智能柜员机触摸式尧友好
化尧 简便性的操作菜单能够让您轻
松选择自己想办理的金融业务袁同
时省却纸质填单的繁琐遥 产品领取

机为客户提供卡片/安全介质等重
要物品领取袁 同时也可实现智能柜
员机主要功能遥 智能打印机可为客
户提供自助打印回单尧 对账单查询
和打印盖章等服务遥

据工作人员介绍袁 目前工行智
能服务模式的业务处理方式有两
种院客户自助办理袁客户自助+现场
审核遥第一种野智能服务客户自助办
理模式冶下能办理的业务有 5类院查
询尧小额转账汇款尧缴费尧投资理财尧
账户管理等 5大类一百多个自助业
务遥 第二种野客户自助+现场审核模
式冶 下能办理的业务主要有 13个袁
包括借记卡申请尧注册电子银行尧转
账汇款渊大额冤尧借记卡挂失/解挂尧
借记卡启用尧信用卡启用尧借记卡换
卡不换号尧转账销户尧借记卡密码重
置尧信用卡密码重置尧电子银行密码
重置尧修改手机号尧修改手机银行手
机号等业务袁 办理业务时间均比传
统柜台大大缩减遥

在智能银行袁 工行客户独立操
作使用设备袁 工行还贴心地在每台
机器之间设立了隔板袁 并放置了业
务办理流程袁 客户个人隐私和信息
安全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袁客

户之间也不互相打扰遥
智能银行将遍布全省

据了解袁 工行作为一家为 5.3
亿个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
大型商业银行袁客户服务的质量尧客
户资金的安全尧服务营销的效率尧客
户体验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袁 也关系到全行业在消
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遥因此袁提
升服务尧 改善服务供给是工商银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
环遥随着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袁银行
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已然发生改变袁
工商银行将紧密围绕客户需求袁根
据客户偏好的办理渠道袁 安全便捷
地提供基础金融服务尧 分类增值服
务和个性化产品组合袁 满足客户账
户管理尧资金融通尧支付结算尧投资
理财等方面需求袁 通过服务为客户
创造价值遥
下一步袁 工行海南省分行还将

继续推广建设智能银行袁 很快智能
银行将遍布全省工行各市县和乡镇
网点袁实现辖内网点全覆盖的目标袁
让更多的客户能体验到智能银行带
来的便捷遥

叶大吉酉金曳嵌套鸡年邮票 工
艺先进

叶大吉酉金曳是中国光大银行成
立 25年来发行的首款定制版生肖
文化金袁分为新年版和新春版遥新年
版以徐悲鸿大师 1939年作品叶平安
大吉图曳为创作题材袁发行一个月以
来袁 受到了诸多文化艺术金收藏者
及新年礼品消费者的热捧遥
新春版每套金钞嵌套两张中国

邮政 叶丁酉年曳2017生肖鸡年特种
邮票袁 巧妙的将中国传统生肖文化
融入野黄金+邮票冶的完美组合袁独
创黄金开窗可取技术袁 在黄金上冲

压出跟邮票完全契合的齿孔袁 工艺
独特袁每一枚都是精品遥两款生肖文
化金均特邀北京印钞厂首席设计师
主创设计并由该公司监制袁 艺术构
思新颖袁多方品牌背书袁赋予作品极
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遥

邮票热销 叶大吉酉金曳收藏价
值将更高

叶丁酉年曳2017生肖鸡年邮票
是中国邮政自 1980年新中国首次
发行生肖邮票后的第 38套特种生
肖邮票袁 不少市民提前两天排队购
买袁销售现场火爆程度创历年之最袁
此套邮票有较大的升值空间袁 网上
预售价已上涨 5倍遥

嵌套邮票的叶大吉酉金曳也受到
广大藏友的青睐遥 市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袁叶丁酉年曳2017生肖鸡年邮票
一票难求袁叶大吉酉金曳 将邮票如此

完美的嵌入到金钞里袁 工艺实在难
得袁 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收
藏价值遥 鸡与野吉冶谐音袁很适合新
年尧新春馈赠家人朋友遥 此外袁考虑
到冠字金钞有光大银行的隐形信用
背书袁 对最关心的品质保证也更有
信心遥

据了解袁为了回馈客户的支持袁
光大银行年终诚意钜献袁 凡 1月 4
日-1月 31日购买任意新年尧 新春
版叶大吉酉金曳可获赠价值 66元的
施华洛世奇红包 2枚曰购买新年尧新
春 叶大吉酉金曳 套装更可获赠价值
188元的施华洛世奇红包 6枚遥

光大购精彩商城 打造特色文
化艺术金电商平台

为进一步实现野金融+生活冶的
经营理念袁中国光大银行于 2015年
推出野购精彩商城冶袁坚持野真品尧精

品尧名品冶定位袁从销售大众文化金
产品到满足客户的小众化需求袁同
时进一步发展到专属定制版文化金
产品袁先后承销了叶北京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成功纪念曳 邮票纯金仿印
典藏尧叶历届夏季奥运会会徽和吉祥
物纪念金渊银冤章曳尧叶中国红军长征
胜利 80周年纪念金银套装曳等有纪
念意义的贵金属文化创意产品袁积
极打造国内最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金
电商平台遥

叶大吉酉金曳的发行延续线上
线下结合的模式袁客户可通过光大
银行门户网站尧手机银行尧微信银
行尧 各大网点尧ATM 自助银行 尧
95595远程银行六大渠道进入 野购
精彩商城冶中了解叶大吉酉金曳袁通
过微信支付和光大云支付袁光大银
行持卡人及其他银行持卡人均可
方便购买遥

95595服务热线

光大银行“大吉酉金”鸡年特种邮票版隆重发行
随着 2017农历春节的临近袁 贺岁题材的文化贵金属

产品再度活跃市场遥 中国光大银行继推出叶大吉酉金曳徐悲
鸿大师作品新年版后再献祥瑞袁1月 5日袁以中国邮政叶丁
酉年曳2017生肖鸡年特种邮票为创作题材袁 同步发行丁酉
年新春定制版生肖金袁内含两枚一票难求的鸡年生肖特种
邮票袁为农历鸡年贺岁再添一份喜气遥

近年来袁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年年攀
升袁近两个月袁阿联酋尧塞尔维亚就先后
出台对华签证利好袁 对中国实行互相免
签遥 近期津巴布韦尧厄瓜多尔尧汤加尧摩洛
哥等先后对中国公民开放免签政策遥 据
统计袁截至目前袁加上即将免签的塞尔维
亚袁对中国开放免签尧落地签的国家和地
区袁迅速蹿升至 58个遥

2017年新发布的叶航班正常管理规定曳中袁由于
天气尧突发事件尧空中交通管制尧安检以及旅客等非
承运人原因袁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或者取消袁
承运人应当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袁 费用由旅客
自理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由于机务维护尧航班调配尧机组
等承运人自身原因袁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

或者取消曰在经停地延误或者取消曰航班发
生备降这三种情况承运人应当向旅客

提供餐食或者住宿等服务遥

选择出境游的游客袁 不仅要文明出
行袁 还要特别注意出游目的地当地的民
风民俗袁有些行为不仅会触犯当地法律袁
还有可能因为误会而引发人身财产损
失袁酿成悲剧遥

3 风俗禁忌先知
以免出境酿成悲剧

4 出境自驾游
驾照需翻译成英文

航班因天气延误 食宿旅客自理1

2 多国对华免签
落地签地区 58个

商报讯渊驻三亚实习记者 吴坤莹
摄影报道冤 1月 9日袁 影视明星靳东
现身三亚国际免税城袁出席店内品牌
飞利浦高端形象快闪店启幕仪式暨
新品发布会遥 据了解袁三亚国际免税
城通过明星进店活动不仅让顾客近
距离与时尚名人接触袁 同时也能让顾
客在第一时间体验世界大牌前沿产品遥
除了明星进店活动袁2017年第二

届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 (以下简
称野海博会冶)将于 1月 12日至 1月 15
日在三亚举行袁 三亚国际免税城将作
为本届海博会的分会场亮相袁 开展
野2017海博会要免税购物嘉年华主题
促销活动冶袁同时在主会场还将开展多
种形式的免税主题活动袁助力海博会遥

影视明星靳东
现身三亚免税城

争先恐后出境游别忘了这些新规
数据显示鸡年春节出境游人次将首次超过 600万 旅游市场继续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