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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票据池业务是建设
银行依托新一代系统网络优
势、全面的网点覆盖能力以及
专业财资管理服务人才，为企
业客户提供商业汇票信息登
记、委托管理、质押融资等综
合服务的票据管理平台。近
期，河南建行对票据池业务取
消纸质申请书，实施票据管理
全流程电子化，实现了从票据

登记、入池、保管、背书、质押、
提示付款等全流程在线管理。

建行票据池业务主要涵
盖三大功能：

1.信息登记：为企业全面
统筹管理纸票、电票详细信
息，使集团企业的票据池资产
可随时查询、一目了然。

2.委托管理：为企业提供
专业、灵活的票据委托管理服

务，企业可远程自助实现票据
全生命周期管理，操作灵活、
安全便捷。

3.质押融资：为企业在线
批量质押票据，全面盘活票据
资产。利用票据池质押，可为
企业办理人民币流动性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境
内保证等表内表外信贷业务。

票据池、资金监管易、代收缴费——

建行资金结算产品 个个都不凡
阅读提示 |“登记的、托收的、背书的……唉，票据管理好麻烦！”别着急，建行票据池

来帮您！建行河南省分行票据池业务取消纸质申请书，实现了票据管理全流程电子化，可以
大大节省企业填写申请书、用印审批和往返银行的时间；建行“禹道”现金管理产品，为企业客
户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全球现金管理服务；而建行代收付（缴费）产品，真正利民便民……

快来体验建设银行资金结算产品的“魅力”吧！

建行代收付（缴费）产品依托
新一代系统，为客户提供批量收
付款、各种缴费的银行服务。可
用于发放工资奖金、供应链结
算、社会保障、信用卡付款、费用
报销、通讯费、供热、水费、彩
票、电费、燃气、管理费、有线
电视、物业、税收、交通罚款等服
务。

建行代收付（缴费）具有客
户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等特
点，依托互联网技术，提供多渠
道缴费方式：网上银行、微信、手
机银行、网站等电子渠道以及柜
面、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等。
同时为代收付（缴费）单位提供
银企直联、企业网银或加密文件
等个性化定制服务。

跨境、跨行、跨币种，建行
“禹道”现金管理品牌再添新成
员。建设银行在2017年再次研
发推出了战略性创新产品——
跨行现金池，与之前跨境双向人
民币现金池、外币现金池、定时
（实时）现金池、虚拟现金池、账簿
现金池、智能现金池等共同组成
了建行现金管理的大家庭——
多模式现金池。多模式现金池既
可以为国内客户提供先进的现金
管理服务，而且针对“走出去”的
跨国企业客户可以提供更加全面
丰富的全球现金管理服务。

跨行现金池是建行依托本
行新一代对公网络系统向对公
客户提供的跨行信息报告、跨行
收付款、跨行现金池等跨银行现

金管理服务。客户可实现建行
一点接入、对他行账户资金的统
一视图、统一归集和统一管控，
达到集团资金管理的“可视、可
控、可调度”目标。

跨境双向人民币现金池是
建行针对跨国企业集团经营管
理需要，为其提供境内外非金融
成员企业之间开展的跨境人民
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服务。

外币现金池是建行根据跨
国公司类客户申请，为其开立国
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和国内外汇资
金主账户，从而为跨国公司集中
运营管理其境内外成员企业外汇
资金提供的服务。实现国内、国
际账户互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有效节省企业财务成本。

建行针对市场经济环境
中的资金监管业务，创新推出

“资金监管易”产品，让客户资
金管理更轻松。

“资金监管易”是建行接
受监管方委托，依托新一代核
心系统为客户提供专项资金
存管、授权支付、信息报告等
综合金融服务。监管方可以
是依照国家相关规定承担专

项资金监管职能或有监管需
求，需对缴存资金进行监管
的各级政府部门，行使行政
管理职能的各类机关团体、
事业单位及其他承担专项资
金监管职能的机构或单位；
被监管方是按资金监管方相
关规定需缴存监管资金的单
位或个人。

“资金监管易”产品设计

模式多样、操作简便，可根据
监管方实际需求，灵活定制监
管单位、被监管单位账户管理
架构；同时提供多种资金监
督、控制方式，监管单位一点
接入即可实现对被监管单位
在省内建行任一网点账户资
金进行实时监管，包含实时查
询、限制收付款交易对象，及
控制付款金额等功能。

消息树

2015 年 12月 14日，“上
合”第十四次会议正在郑州举
行，在大会中心悬挂着代表河
南优美风光十幅精品巨幅照
片，工行开封分行宣传主管朱
沙鸥拍摄的《水墨汴梁》被优
中选优陈列其中。多年来朱

沙鸥的镜头记录了工行初期
手工算盘记账到现在具有国
际最先进金融管理世界第一
大银行工行的发展历程，承担
参与了国家和省领导人及总
行领导等来河南行视察调研
等重要拍摄任务。朱沙鸥无

论是拍摄一线员工还是重要
的对象他都是下足十分的劲
绝不下九分半的劲,这是一种
职业精神，也是职业道德、职
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F
(记者 王乙乔 通讯员 魏利
华）

10月 12日，郑州银行驻
马店分行举行开业暨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郑州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天宇、郑州银
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申学清以
及驻马店市相关领导等出席

签约仪式。这是郑州银行在
河南省开设的第十一家地级
市分行，郑州银行在参与、见
证河南振兴、中原崛起的发展
大潮中，保持了持续健康的跨
越式发展，各项主要监管指标

符合监管要求，持续保持较好
水平。 2015年 12月成功在
香港主板上市，成为河南省第
一家、全国第十家上市城商
行。F（记者 王乙乔 通讯员
薛钰）

近日，一金融测评室相
继发布了 21 家银行 App 权
威测评报告。报告显示，在
满分为 100 分的评分标准
中，获得 80 分以上的银行
App有 9个，90分以上的只

有 2 个 ，其 中 招 行 APP 得
94.85 分，为全测评中最高
分。用户体验往往是评测一
家银行App最直观的角度，
不同于其他银行，招行App
一方面做到了从账户视角向

用户视角的转变，为用户提
供资金的全景视图。另一方
面，招商银行App为用户提
供了友好的交互：界面清晰
美观，功能多而不乱。F（记
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段家良）

10月23日，光大银行郑州
分行和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联合推出“房屋交易资金网上
托管”业务，开创房屋交易资金
监管新格局。该业务是光大银
行全新推出的线上监管产品，支

持买卖双方在线开立资金托管
账户，并提供安全的资金支付渠
道。当买卖双方履行房屋交易
合同并实现约定条件时，光大银
行将按协议约定并在交易双方
授权后，协助完成房屋交易资金

的划转；若双方因故不能达成交
易，光大银行则按照协议并根据
客户授权对交易资金进行退回
处理。优化买卖双方交易流程，
打造规范、安全的交易体验。F
（记者 徐曼丽）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雪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
益事业，努力践行“为社会增添
和谐安宁的力量”，是新华保险
自成立以来一直努力追求并不
断用实际行动践行的企业使命。
10月11日，“城市因你而美·新
华伴你而行——新华保险关爱
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郑
州站捐赠仪式上，新华保险为郑
州两万多名一线环卫工人捐赠了
保额24.34 亿元的意外伤害保
障，创下郑州近年来针对环卫工
人保险捐赠金额的新纪录。

此次捐赠之后，新华保险河
南分公司在总公司、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在郑州
市环境卫生处的指导下，开展多
种活动关爱环卫工人，向10月
26日第 20届河南省环卫节献
礼。

设立爱心驿站。今年9月
起，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在全省
多处营业网点、客服大厅设置

“爱心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提
供饮用水、微波炉、休息区、常备
药品等爱心服务，用新华人的热
情和爱心，把“爱心驿站”打造成
为环卫工人一个“温暖的家”。

开展志愿者行动。10月24
日，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本部的
志愿者们来到郑东新区商务内
环路，清理路面的垃圾、落叶，整
理随意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
与环卫工人一起，共同维护市容
市貌。

日常关爱慰问。冬天一身
雪，夏日一腿泥，环卫工人日复
一日地为城市的干净、美丽默默
挥洒着汗水。秋后天气渐凉，新
华保险河南分公司本部、郑州中
支、洛阳中支等机构多地联动，
为环卫工人送去保温杯、毛巾等
爱心慰问物品。

据悉，随着“新华保险关爱
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的
不断推进，河南新华今后还将推
出一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
帮助环卫工人。

河南新华
秋日送暖
关爱一线环卫工人

作为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兴业银行作为普惠金
融服务的主力军，一直以服务
实体经济为己任。近年来，兴
业银行上海分行将笔下的这个

圆不断延展，中小企业产品体
系丰富，覆盖面广，现有5大门
类22种产品，包括抵押类，科
技类，投贷联动类，供应链类以
及互联网金融类；融资额自

100万元至3000万不等，年限
最长可达10年。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杜红涛）

工行开封分行朱沙鸥——摄影艺术路上的跋涉者

郑州银行驻马店分行开业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携手链家 推广房屋交易资金网上托管业务

权威评测招行App居榜首 用户体验功能设置均领先

兴业银行“工具箱”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郭学锋

全新票据池业务 全流程电子化管理

资金监管易 让资金管理更轻松

现金池 让现金管理更便捷

代收付业务 让签约客户少跑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