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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扫码通，
收款好帮手
张老板经营着一家奶茶店，最近

到：
“农行‘扫码通’不同于普通贴码，它

还可以到网点打印，一目了然，清晰对

来买奶茶的人不少，他看着络绎不绝

更安全、便捷、高效，首先它接入方便，

账。在推广期间我们的设备是免费布放

的客流，既开心又有忧虑 ，现在 不带钱

支持 ｗｉｆｉ、ＧＰＲＳ，以及手机热点等公网方

的。”

包扫码付款的人越 来越多了，可是提

式，无需电话线。其次操作简便，输入收

“这确实解决了我之前提现和限额

现手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

款金额直接生成对应动态二维码，无需

５００ 元的烦恼，农行品牌有保障，还那么

限额 ５００ 元的限制 。附近农行的客户

多层菜单操作。由于动态二维码实时生

优惠，小陈，赶紧帮我装一台吧！”张老板

经理小陈走访时了 解 到 这 个 情 况 后，

成，也不用担心被他人替换 。再者它还

高兴地说。

给张老板支了个招——
— 装农行“扫码

能语音播报，商家输入金额和客户支付

通”！

完成均会有语音提醒，方便店主和客 户

张老板疑惑地问：
“我店 里已经贴

确认信息，而且‘扫码通’资金直接 进银

了收款二维码了，那么我还需要申请办

行账户，无提现手续费和额度限制，您

”小陈耐心地介 绍
理一台‘扫码通’吗？

在设备上、农 行网银上都能查询明 细，

“好嘞，您准备下您的身 份证、营业
执照等相关资料，我这就帮您申请！”
农行扫码通，您的收款好帮手！详
询农行各网点！
渊通讯员 王婕云冤

中国平安与华夏幸福达成合作 携手发力新兴实业
９ 月 ２６ 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优势，以及华夏幸福在产业新城业务的

新城已经布局到 １５ 个核心都市圈，培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
）与华

战略选址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资源和

育了近百个先进产业集群，与中国平安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华夏

优势，未来，双方将围绕长租公寓、康养

“五大生态圈”
（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

幸福”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成为

服务、汽车服务产业集群和智慧城市等

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的发展方

战略协同企业，在产业新城 、综合金融

潜在发展方向，深入探讨各类型合作。

向匹配。

服务和新兴实业协同发展等领域加强

同时，中国平安将为华夏幸福提供

今年 ７ 月 １０ 日，中国平安下属子

合作。基于本次协议 ，双方将推进 资源

融资授信、保险、理财、资产管理 、账户

公司与华夏幸福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

共享和优势互补，打造在业务创新与协

现金管理和投资银行服务等综合金融

业控股股份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同发展上的新引擎，助力中国城市高质

服务，支持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开发与

中国平安受让华夏幸福 １９．７％股份。目

量和可持续发展，助力民众生活幸福健

运营，共同推进产业新城所在区域县域

前，相应股份已完成过户。本次全面合

消费者持中信银行卡在九头牛－少

康。

经济的转型发展。双方还将研究、探索

作达成后，华夏幸福成为中国平安的重

年路店消费享受９．８折优惠，
不可与店内

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 与华夏幸

社区个人金融服务、 医疗健康管理、社

要战略协同企业，双方将共同发展，实

其它优惠同享。

福董事长王文学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双

区电商、第三方支付及智慧应用 、大数

现彼此充分赋能，为社会提供优质服

方有关高管出席签约仪式。

据分析与运用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务。

地实施，同时探讨新的合作领域，不断

按照合作协议，依托中国平安在金

华夏幸福从 ２００２ 年与河北固安县

双方均表示，希望在未来的合作中

融、科技、生态和投资等方面的资源和

合作建设运营产业新城起步，如今产业

求真务实，资源共享，有效推进 项目落

深化战略合作关系。
渊通讯员 石见冤

这家爱“玩”
的企业，
让旅人的
“第二个家”
更有品位
旅行箱，旅途中的第二个家 ，对内
要温暖贴心人性化，对外要安全可靠颜

选。
但玩味箱包在创业之初就以一种
“不

的坚定。和很多企业一样，玩味也经历

的业务办理流程，给企业留下深刻的印

走寻常路”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选 择。

过彷徨，初期的产品试水，在市场中不

象。上门服务，快速办理，不仅解决了很

值夸。在嘉兴有这样一家企业，秉承着

“要模仿一款产品很简单，要生产

温不火的反应甚至让团队怀疑是否走

多客户的燃眉之急，也给玩味这样的小

“为个性而玩，为品味而生”的理念，通

一款便宜又卖得出去的产品也不难，但

错了方向，但凭借着一份对梦想的坚

微企业，带来了资金周转上的极大便

过原创设计将原本平淡无奇的旅行箱

年轻人于产品的品质是有一定追求的，

定，玩味的原创设计之路一直走到了今

利。

打造成一款款高颜值的街拍利器，它有

而在价格方面又相对敏感，所以我们的

天。田宇说：
“就像你们泰隆的目标是专

如今，玩味凭借着一份坚持创意

一个极具个性的名字——
—玩味。

产品策略是‘不高端不低端’，在保证质

门服务像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一样，我

的 不变初心 ，在 箱 包 领 域 拥 有 了 自

量的同时，又找到价格方面的平衡点，

们的目标就是坚持原创设计之路，只要

己 的一番天 地，同 时 这 家 年 轻 的 企

打造年轻人乃至普通大众都买得起的

这个方向没有错，那我们就会一直坚持

业也 致力于打 造全 新 的“生 活 馆 ”体

好东西。
”玩味的副总经理田宇如是说。

下去。”

验模 式，将 创 意 和品 质 的 追 求 延 续

野不高端不低端冶要做买得起的好
东西
作为嘉兴地区的特色产业之一，箱
包生产在很多人看来并不稀奇，传统的
来料加工，贴牌生产谈不上太多的技术
含量，却是行业里绝对大多数企业的首

２０１７ 年，因为资金周转的需要，玩

到 其 他领域 ，在 打 造 优质客 户 体 验

野不回头为初心冶将理念延伸到更

味箱包找到了泰隆银行嘉兴分行寻求

的 路 上，玩 味 和 它 的 团 队正 在不 断

广的天地

信贷业务支持。从贷款调查到最后放

努力。

初心，是一份确定目标就绝不回头

渊通讯员 沈章俊冤

款，总耗时还不到两天 。泰隆银行高效

盘活沉淀硬币，
促进硬币流转
民泰银行嘉兴塘汇支行开展
“硬币大篷车”
宣传活动
方式宣传该行存款产品。其中利率是大

活动嘉兴塘汇支行不仅将普惠金融落

业银行嘉兴塘汇支行根据人行《关于嘉

为推进硬币良性循环，浙江民泰商

统柜面对于硬币手挑包装的大难题。
塘汇街道新禾社区的大爷大妈们

爷大妈们最关心的，活动现场不断地有

实了到实处 ，还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

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硬币自循环

带来了自己家里储存已久的硬币，通过

客户询问该银行一年期和三年期利率

象。

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硬币清分机快速整理清点好，这让大爷

是多少，当知道利率将上浮 ４３％了，纷

２０ 日在支行门口开展“硬币大篷车”宣

大妈们不住地感慨 ：
“ 科技真是不断在

纷表达了存款意愿。与此同时 ，支行还

传活动。

进步，现在连硬币都有专门的工具了”。

通过摆放宣传折页形式向社区居民普

此次活动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嘉

见识了这台机器的威力后，在场一位大

及反假知识，让居民了解假币的危害性

兴塘汇支行及王店支行携手浙江融腾

妈当即表示家里还有积攒的硬币，立马

及遇到假币应该如何处理。

电子共同开展。融腾电子工作人员提供

转身回家取。

了一台硬币清分机，不仅清分速度快，
还能区分版别、识别假硬币，解决了传

活动共计回笼 １ 元硬币 １３１０ 枚，５

借此机会，塘汇支行营业部还联合

角硬币 ２２４９ 枚，大 １ 角 ３５１ 枚，小 １ 角

业务部门进行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单等

１２５８ 枚，合计金额 ２５９５．４ 元。通过此次

渊通讯员 王小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