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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办理183人

当前等待150人

城中服务大厅

成都公积金新增城东、城西网点
5月31日起对外服务，走“智能范儿”路线

居住和工作在城东、城西
的成都市民办理公积金业务
时，再也无需辗转一两个小时
到后子门才能办理了。5月
22日，记者从成都公积金中心
获悉，分别位于建设南路3号
和青羊大道129号的公积金
城东、城西服务大厅日前已全
面建设完成，5月31日起将正
式对外服务。两个大厅启用
后，成都市主城区公积金服务
网点将增加至五个，实现对东
西南北中各个方位的全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跟目前的
三个网点相比，城东、城西大
厅走的可是“智能范儿”路
线。排号信息、业务种类、等
候人数、办理窗口，全部可以
在手机上一览无遗，当市民的
排号临近时，短信还会及时提
醒市民“排拢了”。

早报讯（见习记者 胡佳
妮）即日起至27日，成都高新
区、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锦
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
区、成华区（以下简称“中心城
区”）将在其官网和相关学校
门口，陆续发布区域内小学入
学报名登记公告和学校新生

入学计划。登记公告包含了
登记范围、登记原则、登记对
象、登记材料、网报网址及网
报材料、其他情况说明及登记
流程等，市民可前往学校或在
网上查询。

2017年成都市首次实行
小学一年级新生网报政策，

户籍在成都市中心城区适龄
儿童先网上报名，再在登记
点审核确认。网上报名时间
为5月31日-6月4日，期间可
通过成都市教育局官方网
站、成都市招生考试网、中心
城区教育局网站主页提供的
链接进入“成都市小学入学

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报名，并
在 6 月 5 日-6 月 9 日持户籍
证件及实际居住地相关证明
材料，到户籍所在地教育行
政部门制定的审核点（登记
点）进行公办小学入学报名
资格审核，6 月 22 日后可在
网站上查看结果。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5月19
日，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份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开始交易。交银国际作为交通银
行在香港的知名证券及与证券相
关的金融服务综合平台，成立于
1998年，是香港最早一批具中资
背景的持牌证券公司之一，其业
务范围覆盖证券经纪及保证金融
资、企业融资及承销、投资及贷
款、资产管理及顾问。

引人注目的是，城
东、城西大厅的每个服务
窗口上方都有一块42寸

LED显示屏。成都
公积金中心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未来窗
口服务人
员 的 信
息 、业
务 办

理的情况都将显示在屏
幕上。每个窗口上都配
置了信息交互屏，实时显
示窗口人员信息和服务
承诺，同时显示公积金中
心门户网站、微信、微博
的 二 维 码 ，只 需“ 扫 一
扫”，便能轻松进入中心
新媒体系统。

在业务办理完毕后，
办事群众可以点击交互

屏 对 服 务 作 出 实 时 评
价。“我们在城东、城西
大厅铺设了服务实时交
互评价系统，一方面增
加 了 服 务 信 息 的 透 明
度，另一方面也能让办
事群众第一时间对我们
的服务作出评价，对我
们的服务进行监督。”公
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1、成都公积金中心城东服
务大厅地址：

建设南路3号成都市总工会
东郊职工群众惠民服务中心北侧
一、二楼；市民前往时，可乘坐二
环 BRT 快速公交至建设南路口
站，或乘坐342路、180路公交车
至SM广场站。

2、成都公积金中心城西服
务大厅地址：

青羊大道129号成都市劳
动人民文化宫文体中心三楼；
市民前往时，可乘坐地铁四号
线至文化宫站，或乘坐5路、
13路、37路、81路等公交车至
金沙公交站。

“城中服务大厅提取已
经办理183人，当前等待150
人,城西服务大厅提取已经
办理 50 人，当前等待 20 人
……”登录成都公积金中心
官方网站或者打开成都住房
公积金的手机APP，市民可
以方便地查询到全辖全部公
积金服务大厅的排号等待信
息和业务办理情况，在出门
前就能提前选择好等候人数
较少的网点“错峰”办理业
务。据了解，这是成都公积
金中心建设的实时引导系统
提供的服务功能。

“虽然我们目前在主城
区部署了5个服务网点，但
是一些业务办理高峰时期，
有的网点还是会出现排长
队的情况，建设这套引导系
统，就是希望能方便市民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网
点办理公积金业务，更加节
省办理业务的时间。”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不仅如此，
实时引导系统还设置了公
积金网点导航功能，市民动
动手指就能轻松地查询到前
往全辖20个公积金服务网
点的交通信息。

城东、城西服务大厅正
式对外服务后，成都公积金
中心还将采取措施，将办事
群众向两个新增网点进行合
理的引导分流，进一步缩短
群众的排队等候时间。城中
服务大厅原为缓解高峰期窗
口压力而增加的排号量将逐
步分配到城东、城西服务大
厅，从而平衡主城区各网点
的业务办理量。

首家中资银行系券商
交银国际在港上市

小学一年级新生 5 月 31日起网报

5月31日起正式对外服务

如果有住在东三环
的市民想办理公积金业
务，按照过去的经验，他
起码需要提前两个小时
出发。从东三环到位于
后子门的公积金城中服
务大厅仅直线距离就有
十多公里，如果遇到限号
只能坐公共交通的话，那
跑上一趟可能需要转两、
三次公交和地铁，花上将
近两个小时。

不过，从本月底起，居
住和工作在东门、西门的市
民，前往公积金网点的距离
将大大缩短。5月22日，记
者从成都公积金中心获悉，

分别位于建设南路3号和
青羊大道129号的公积金
城东、城西服务大厅日前
已全面建设完成，5月31
日起将正式对外服务。

成都公积金中心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
去年底，全成都市正常缴
存单位和正常缴存职工
人 数 已 达 到 36960 个 、
264.93万人，但由于主城
区只有城中、城南、城北
（铁路）3个网点，职工到
服务大厅办理业务的等
候时间也比较长，家住城
东和城西的职工更是常
常饱受路途奔波之苦。

“因此，为了更好地服
务各片区的缴存企业和缴
存职工，进一步缩短服务
半径，缩短职工等候时间，
我们从今年年初起，启动
了主城区服务网点优化布
局工作，在现有城中、城
北、城南服务大厅的基础
上，又在东门、西门选址建
设了两个新的服务大厅。
分别位于建设南路3号和
青羊大道129号的城东、城
西大厅将于5月31日起正
式对外服务，市民可以在
这里办理缴存、提取、贷款
等全部公积金业务。”公积
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智能服务“多久办”短信及时告知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
了解到，与其他三个网点
相比，新增的城东、城西
两个服务大厅走的可是

“智能范儿”路线。
例如，只要刷身份

证、输手机号，一条服务
短信就会立即发送到手
机上，业务种类、等候人
数、办理窗口等信息一目
了然。不仅如此，城东、
城西服务大厅还使用了

“无声呼叫”系统，当市民
的排号临近时，短信还会

及时提醒市民“排拢了”，
业务受理和办理信息也
会第一时间推送到市民
的手机上。

“智能查询”则是另
一大亮点。走进新大厅，
自助服务区的大型智能
触摸显示屏分外醒目，公
积金业务政策、服务指
南、个人缴存信息都被

“装进了”自助查询机，市
民动动手指，就能方便地
找到自己需要的公积金
信息。

在填单区，则安装了
多个表单填制样表屏，只
需轻轻一点，所需的样表
立即跃入眼帘，表单填制
轻松“搞定”。据了解，公
积金中心还结合智能化
大厅建设，进行了窗口业
务流程再造，进行了办理
流程“瘦身”、要件资料

“瘦身”，除部分目前尚无
法通过网络信息化手段
解决的业务外，很多业务
已经无须再填制表单而
直接在窗口办理。

窗口服务怎么样？现场即可做评价

错峰办理

网点排号信息
随时查询

温馨提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增服务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