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沙发上喝杯茶的功夫，我要办的业务就办好
了。”近日，记者与“银发金融体验官”走进太平人寿
华润大厦服务中心，体验适老化服务。

与传统的保险网点柜面不同，太平人寿华润大
厦服务中心做了“去柜面化服务”升级。走进服务中
心，看到的不再是常规的长桌柜面，而是圆桌沙发，
开放式的业务受理大厅。“银发金融体验官”们在大
堂经理引导下，坐在圆桌沙发区域等候，工作人员拿
着 iPad前来提供业务咨询办理，对于稍微复杂的业
务，则引导老年群体到特设的“老年人窗口”办理。

“这服务态度很好，看我坐下立刻给送上茶水。”
63 岁的尚女士办理了修改绑定手机号的业务，“工
作人员过来用iPad给我办业务，茶水还没喝多少，业
务办好了。虽然可以通过他们的线上远程办理，但
我还是喜欢线下来办。环境很舒服，也有人随时给
我解答疑惑。”据尚女士介绍，老伴和儿子、孙子的保
险都选择了太平人寿，一是因为服务态度好，二是安
心。“之前买了几份保险，还没到期，保险代理人却辞
职了，找不到人，关于保单的问题也不知道该找谁去
问了。”尚女士说，“但太平人寿不一样，就算代理人
辞职，也会提前和我打声招呼。”

就这一方面，陈女士也有相同的观点。“之前有
一个保险代理人辞职了，他把对接工作的同事也告
诉了我，而接替他工作的代理人还专程登门和我就
保单的事宜沟通。”相较于电话沟通，陈女士对见面
的形式给予了高度认可。“见面认识了，以后来办业
务就更方便了，他们的这种服务态度，让我心里很踏
实。”

记者发现，在服务中心特别开设了“敬老专区”，
配备了轮椅、老花镜、放大镜、医用急救箱等便民设
备，方便老年人使用。但从工作人员处得知，这些设
备的使用频次并不高，“对有业务办理需求，行动不
便的老年客群，我们都提供上门办理服务。”

关于太平人寿华润大厦服务中心的适老化服务
优化方向，“银发金融体验官”们表示，“目前服务都
很满意，工作人员态度好，办理业务便捷，对我们来
说已经足够了。” 徐 晶

“银发金融体验官”
走进太平人寿

2022青岛金融适老化服务体验月探访

记者：孙行长您好，金融服务适老化是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您认为

适老化服务应该是什么样子？

孙伟：国家老年发展战略中，适老化金

融服务是金融机构践行大行社会责任，贯

彻落实“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更

是建设“人民满意银行”“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的重要举措。

随着网络普及化、消费移动化、生活互

联化、在线常态化，老年客户在互联网时代

下对金融服务品质的要求、个性化服务的

需求也日益增长。银行应该及时推出针对

老年客群的金融服务措施，积极帮助老年

客户解决在银行服务领域运用智能技术方

面遇到的问题，提升老年客户服务体验和

满意度，帮助老年客户跨越“数字鸿沟”，助

力“银发一族”搭上“数字快车”。

记者：为推进适老化金融服务，工商银

行青岛市分行采取了哪些举措？

孙伟：国家老年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我

行在国有大行中率先发布“工银爱相伴”老

年客户品牌服务体系，围绕金融和非金融

两个维度，立足业务办理便利化、账户服务

安全化、财富保值专享化、适老服务社区化

四个方面，目前已面向“亿级”老年客户提

供综合金融服务，推出涵盖安全保障、便利

渠道、财富保值、尊享权益、主题活动、展业

服务等六大板块二十余项服务举措，全面

提升适老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记者：前期我们做过调研，对老年客群

来说，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办理业务的便

捷。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是如何解决这一

问题的？

孙伟：我们通过网点适老化建设、网络

技术运用等举措，提升老年客群的便利化。

在网点适老化建设方面，我行不断完

善服务设施，营造尊老爱老社会集群效

应。目前，青岛工行辖内 123 家在营网点

已经全部开通“爱心窗口”、设置养老金专

柜，明显标识可为老年客户提供便捷服务，

公布了老年客户咨询投诉电话，同时针对

老年客户配备了专属座椅、无障碍设施、大

字标识等适老设施和安全提示，开放共享

网点的空调、休息座椅、饮水设施、老花镜

等服务资源，并积极投放轮椅、助盲卡、助

听器等特色设施。

在网络技术运用方面，我行不断优化

智能服务，引领老年客群拥抱互联网时

代。针对老年客户“想用不会用、想用不敢

用”的问题，我行推出“字大、有声、有温度、

更安全”的幸福生活版手机银行，让老年人

享受到更安全、易用的金融服务。目前，该

App成为首批获得工信部“信息无障碍”标

识的移动金融应用。

记者：数字技术在给大家带来极大便利

的同时，却正在成为老年人融入现代社会的

“数字鸿沟”，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在助力老

年人迈过“数字鸿沟”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孙伟：老年群体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

手机了。我行推出了手机银行老年版界

面，提供大字常用功能服务；引入语音识

别，便于老年客户查找菜单；充分满足老年

客户存折偏好，研发了支持存折的自助设

备及配套功能，确保线下自助渠道无障碍

受理。同时，为老年客户提供“无介质”服

务，不少业务通过刷脸、输密码即可办理。

记者：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的金融诈

骗案件时有发生，加大对老年客户权益保

护，加强老年客群反诈意识，守护好金融消

费者的“钱袋子”，是所有金融机构的必答

题。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是如何解题的？

孙伟：我行从账户服务安全化和加强

老年关爱及金融知识宣教等方面出发，守

护老年人的“钱袋子”，筑牢思想“防火

墙”。推出反电信诈骗利器，举个例子，当

客户通过线下自助或手机银行办理相应金

额实时大额汇款且收款账户为非本人时，

我行远程银行客服会通过电话与转账人进

行身份核实。我行通过系统大数据智能管

控，能够实现涉及失信、电信诈骗、冒办等

风险的客户抵达网点提醒，构筑打击电信

诈骗的坚实防线。

“幸福生活版”老年手机银行也增设了

安全向导，引导老年客户利用五重安全锁

锁好账户，管好资金安全；转账汇款金额大

于1万元时，系统会自动进行安全提示，防

范电信诈骗风险。此外，通过工行自主研

发的“融安 e 信”智能防诈系统，手机银行

还自动识别具有电信诈骗风险的账号，拦

截高风险交易。

日常，我们会在网点厅堂开展微沙龙

活动，向老年客户讲解金融知识，解答如何

用手机查公交和地图，如何使用手机银行

进行生活缴费等智能设备使用问题，并介

绍电信诈骗案例、存款保险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重要性等，增强老年人的风险防范意

识，提高老年人防诈骗技能以及使用手机

方便生活的技能。

记者：让智能技术发展与老年人现实

需求相协调，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

下一步，工商银行青岛分行在适老化服务

方面的工作将如何展开？

孙伟：我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客

户至上、服务实体，主动适应疫情带来的线

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服务需求，以手机银

行为载体，强化金融科技赋能，深化线上服

务升级，打造“全智能手机银行”。下一步，

青岛工行将聚焦老年客户“急难愁盼”具体

服务场景，推出更为便捷和贴心的服务，让

老年客户在数字社会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徐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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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万元！青岛狂揽双色球3金33银
其中一张两倍投注的“6+16”全蓝复式彩票 中出2注一等奖和30注二等奖

刮刮乐“发奖金”一直备受岛城彩民的喜
爱。“发奖金”5 元票包含六数三同玩法以及
对数字玩法，中奖机会更多，奖级12级，头奖
12万元。近日，岛城彩民姜女士（化姓）幸运
刮出该票12万元头奖。

购买的3张刮刮乐里藏着头奖

姜女士夫妻俩人都是福彩刮刮乐的铁杆
粉丝，“我买刮刮乐的时间更长一点，她算是
我领进门的吧。”姜女士的爱人笑呵呵地说
道，“我们经常一起去买刮刮乐，路过福彩销
售站或者看到商场里的即开票销售展示柜，
都会顺手买上几张。”最近，刮刮乐“喜相逢”
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姜女士和爱人也已多次
购买，但要说起俩人最喜欢的票种，那还是5
元面值的“发奖金”。“5 元面值的刮刮乐‘发
奖金’是我们的最爱，不管是票面样式还是游
戏玩法我都很喜欢。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

整本买回家慢慢刮。”姜女士的爱人说，姜女
士也在一旁频频点头。

中奖那天，她一个人路过福彩 37020530
销售站时，便又进站选购了多张刮刮乐，其中
5元面值的“发奖金”买了三张，没想到 12万
元头奖就在里面，“当时我买‘发奖金’的时
候，站点工作人员说是刚拆封的一包，正巧有
个彩民买了 20 张刚走，我就顺着选了 3 张。
刮出头奖后，我都不敢相信，核对了好几遍，
又让站里的工作人员帮我看了以后才确认。”
姜女士笑容满面地说，当她打电话告诉爱人
这个喜讯时，她的爱人第一反应也是不敢相
信，“我以为她‘忽悠我’呢，以前刮彩票的时

候我们俩也经常开开玩笑，没想到这次她还
真刮中了大奖，后来看到中奖彩票我才确
信。”姜女士的爱人笑着说。

领完大奖，俩人一致表示，要继续支持福
利彩票，继续支持福彩刮刮乐，也会继续购买
自己最喜爱的5元面值“发奖金”。

大奖彩站再迎头奖人气旺

此次中出大奖的福彩 37020530 销售站
位于李沧区崂山百货大楼，一直是在附近
工作或是逛街彩民们购彩的不二之选，很
多走过路过的市民都会停下脚步选上几

张。站内刮刮乐销量居高不下，中出的大
奖也数不胜数，“我们站曾中过‘好运十倍’
40 万元头奖、5 元“发奖金”头奖 12 万元、‘7
乐无穷’头奖 10 万元中出过两次，2 元‘发
奖金’头奖 3 万元也多次中出，还有 5000
元、1 万元的奖金中的更多……”该站工作
人员王君介绍道。

这次站里又中5元面值“发奖金”12万元
头奖，为站里锦上添花，王君也是高兴得不得
了。“平常站里这款‘发奖金’一直卖得很好，
此外，‘百发百中—点球大战’‘好运十倍’

‘888’这几款也是我们站的畅销票。”她说最
近卖得最火的，当属新票“喜相逢”，“这款票
活动特别给力，中奖也给力，站里彩民很多都
是成本购买，也有的直接拿回家刮，光在站里
刮出的 500 元和 1000 元奖金就已经数十个
了，基本上每天都能刮出来。”王君笑着介绍
道，“希望彩民朋友们好运继续，与快乐‘喜相
逢’，与大奖‘喜相逢’。”

喜中头奖 岛城彩民又接“奖金”
购买3张刮刮乐 刮出头奖12万元

近日，岛城彩民喜迎双色球超级大丰
收，狂揽3注一等奖和33注二等奖，总奖金高
达2353万余元。

9月 18日晚，双色球第 2022108 期开奖，
开出红球号码为01、07、13、17、18、31，蓝球号
码为15。当期全国共开出13注头奖，单注奖
金 6708669 元，花落八地：河北 2 注、上海 1
注、江苏2注、浙江1注、山东4注、广东1注、
四川 1 注、云南 1 注。山东以 4 注优势，位居
榜首，而青岛包揽了3注。

3 注头奖被两家彩站揽获，全部来自市
北区，分别是市北区长春路芙蓉山村的福彩
37020242 销售站和市北区绥宁路 17 号文轩
乐超市的福彩37025501销售站。

福彩37020242销售站：
喜揽2注头奖30注二等奖

根据数据检索，出自福彩 37020242销售
站的中奖彩票为一张两倍投注的“6+16”全
蓝复式彩票，共中得 2注一等奖和 30注二等
奖，收获奖金合计1651万余元！

“我开奖当晚就知道站里中出 2 注双色
球头奖和 30 注二等奖了，太给力了，真为中
奖彩民感到高兴。”站里的工作人员傅友明激
动地说。开奖次日一早，他就贴好喜报向大
家报喜，来购彩的彩民也都纷纷打探一番大
奖的情况，向傅友明道喜的同时，也买上张彩

票沾沾喜气。
傅友明介绍说，站里彩民投注双色球游

戏时，选择单式、复式、胆拖投注的都有，特别
是复式投注最受彩民欢迎，而像这次中奖的
全蓝复式投注，也有不少彩民选择。

说到中奖成绩，福彩 37020242销售站表
现十分亮眼。去年站里曾中出 1注“快乐 8”
选九中九30万元大奖，当时傅友明就说站里

“就差双色球头奖没中过了”，这不头奖就来
了，还是 2 注。“我们站之前中出的大奖就不

算少，除了‘快乐8’选九中九30万元大奖，还
中过 2 注七乐彩头奖和多注双色球二等奖，
3D 数万元奖金和刮刮乐头奖都中过。近日
又一下中出 2注双色球头奖和 30注二等奖，
这下大奖可全乎了。”傅友明喜笑颜开地说，

“希望站里的彩民朋友们都能沾到喜气，收获
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

福彩37025501销售站：
喜揽1注头奖 中奖彩票为机选单式票

出自福彩 37025501 销售站的中奖彩票
为一张投注额10元的5注号码的双色球机选
单式彩票，中得 1 注一等奖、1 注五等奖和 1
注六等奖，总奖金共计670万余元。

该站工作人员朱女士开奖次日一大早接
到同事的报喜电话，高兴得合不拢嘴，“真为
彩民高兴啊！”

据她介绍，站里 2018 年曾中出过 1 注
921 万余元的双色球头奖，中奖彩票也是一
张投注额 10元的 5注号码的单式彩票，近日
这种投注方式再次为站内彩民送上惊喜大
奖，不光是她，站里的彩民朋友们也都高兴不
已，纷纷前来祝贺。

朱女士说，站里很多彩民都喜欢选择单
式投注双色球游戏，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每期
都喜欢机选上几注单式号码，省时又省力，中
奖的机会也不少。“希望站里的彩民朋友们再
接再厉，坚持购彩、量力而行、保有平常心，争
取再次邂逅惊喜大奖。”

当期双色球开奖中，全国共开出 269 注
二等奖，单注奖金103218元。青岛不但揽获
3 注头奖，还拿下了 33 注二等奖。除了福彩
37020242销售站的 30注二等奖，还有 3注二
等奖分别被这几个幸运站点中得，分别是西
海岸新区香江路 32 号丰泰购物广场西门的
福彩37020812销售站、董家口大庄村70号的
福彩 37026111 销售站，即墨区文化路 398 号
的福彩37020904销售站。

近日，岛城彩民郎先生（化姓）在平度市同和路
89号福彩37021282销售站购买的刮刮乐“喜相逢”，
让他与万元奖金喜相逢。

“我平常就很喜欢刮刮乐，经常去福彩销售站
购买。最近的刮刮乐‘喜相逢’活动特别好，我从活
动刚开始就参加了，中奖那天买了一本，刮到第六
张就刮出了1万元奖金，真的没想到，很惊喜！”郎先
生高兴地说道。

郎先生说自己是刮刮乐的铁杆粉丝，各款票都
很喜欢，平常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身边的福彩销售
站随意选购几张试试手气。每逢刮刮乐开展活动，
他都会特意多买上点，甚至成本购买。中奖那天，
郎先生又来到福彩37021282销售站，选购了一本10
元面值的“喜相逢”，出乎他意料的是，刚刚刮到第
六张就邂逅了万元奖金，“刚开始我以为中了 1 千
呢，结果刮完一个还有一个，最后整整刮出了十个
1000元奖金，总共1万元，太意外太惊喜了。”郎先生
说起中奖高兴不已。

中奖的彩票还可以参加全省“中 30送 15”以及
青岛专享活动“中10送5”，让他收获了更多刮彩的
乐趣。

杨玉涛是此次中奖的福彩 37021282 销售站里
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起彩民刮中“喜相逢”万元奖金
的情景记忆犹新，并由衷地替彩民感到高兴。“刮刮
乐‘喜相逢’在站里卖得很火，我们也是‘使劲儿’宣
传，彩民们听说有活动，都特意前来选购，甚至组团
一块来刮彩。刮出的奖也不少，除了这个 1万元奖
金，500元和1000元奖金也刮出好多个了，能参与活
动的小奖就更多了。”杨玉涛笑容满面地说道。

目前，刮刮乐“喜相逢”促销活动仍在继续，为
回馈广大购彩者对福利彩票的爱心支持，全省范围
内开展的派奖活动已延期至2022年9月30日24时，
派奖规则不变。需要注意的是，青岛专享活动“中
10送5”的截止时间仍然是9月25日24时。

让我们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与好友再相
聚，与幸运大奖“喜相逢”吧！

幸运彩民与万元奖金
“喜相逢”

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喜相逢”
派奖活动延期至9月30日24时

为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体验数字金融带来的便捷，青岛银保监局联合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开

展了“金融有温度 敬老我先行 2022青岛金融适老化服务体验月”活动，带领“银发金融体验官”

们走进银行、保险机构体验适老化服务。同时，青岛日报记者走进我市各大银行，与行长面对

面，倾听“行长说适老”。本周我们来到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与副行长孙伟共话“适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