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等 奖

奖项 地市 作品类别 作品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特等奖 淄博 书法类 书法 崔梓慧 女 14

特等奖 潍坊 绘画类 爷爷奶奶祖国同生日 寇芯语 女 9

特殊贡献奖 威海 绘画类 歌颂祖国 赵佳铭 女 11

一 等 奖

序号 地市 作品类别 作品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1 菏泽 书法类 诗词 康翱 男 15
2 济南 书法类 行书.春江花月夜 冉维雅 女 13
3 济南 书法类 篆书《论语-卫灵公》 王安琪 女 8
4 济南 书法类 书谱 杨雅茹 女 12
5 济南 绘画类 工笔桃子 杨义琳 女 9
6 济南 绘画类 清河一隅 艾义宸 男 9
7 济南 绘画类 绘画 侯露阳 女 13
8 济宁 绘画类 静物 张琳娜 女 15
9 日照 书法类 陈情表 何昭洋 男 15
10 日照 书法类 港城颂 李欢 女 14
11 威海 绘画类 相依相伴绿荫中 宋圣敏 女 10
12 威海 绘画类 素描 赵雪 女 14
13 潍坊 书法类 隶书作品 王康宁 女 11
14 潍坊 绘画类 祖国颂 李帅真 男 11
15 潍坊 绘画类 与祖国同梦 魏鸣萱 女 8
16 潍坊 绘画类 共庆佳节 郭昕怡 女 12
17 烟台 绘画类 我和我的祖国 池明洋 男 7
18 烟台 绘画类 垃圾分类 王程琳 男 8
19 枣庄 绘画类 年年有余 李童 女 10
20 枣庄 绘画类 民族元素 王玥 女 10
21 淄博 书法类 书法 高嘉启 女 15
22 淄博 书法类 书法 袁一茗 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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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新华保险杯”

山山东东少少儿儿书书画画大大赛赛开开奖奖啦啦！！
日前，由新华保险山东分公

司主办的第十届“新华保险杯”山
东少儿书画大赛圆满落幕。本次
大赛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
参赛选手以书法和作画的方式展
现祖国的辉煌成就、赞美祖国的
大好河山、抒发心中的爱国情感，
为祖国的七十华诞献礼！

历年来，新华保险山东分公
司始终将少儿书画大赛作为公司
级拳头活动，高度重视，积极推
进，赛事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
大赛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趣味的参与方式，得到了广大家
长的踊跃参与。全省共举办近300
场各具特色的现场作画活动，累
计收集作品6万余件，参赛数量和
质量均创历史之最。经过山东省
青年书法家协会、山东省青年美
术家协会专家组认真评审，共产
生特等奖2名、特殊贡献奖1名、一

等奖22名、二等奖100名、三等奖
204名和优秀奖850名。

赛事自2010年创办以来，在
陪伴少年儿童度过欢乐暑期的同
时，弘扬了书画艺术、传承了中华
文明。山东分公司以书画大赛为
核心，涵盖现场作画、书画讲座、
作品巡展、爱心义卖等独具特色
的系列赛事活动。今年，更与山东
省广播电视台强强联手，邀请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
专家对省级优秀获奖选手代表
(36人)在山东省广播电视台召开
省级优秀作品现场点评会，通过

山东电视台新媒体中心网络直
播，并在节目剪辑制作后安排在
山东电视少儿频道播出。

以下是大赛部分获奖名单，全
部获奖名单请扫描二维码查看。

8月15日上午10时整，在济南
市槐荫区税务局纳税人学堂，专
职讲师高伟静开始了本期纳税人
培训内容的讲述。此次培训的场
景很特别：讲台下没有一名纳税
人听众，高伟静面对的，是架设在
自己正前方大约三米远处的录相
机镜头。槐荫区税务局纳税人学
堂转变成了济南税务网上课堂的
直播间。

据济南市槐荫区税务局纳税
服务中心负责纳税人学堂管理的
工作人员秦超介绍，“为了让纳税
人方便收看本次增值税减税降费
网上直播的专场培训，我们提前3
天在‘槐荫税务’公众号上推送了

‘邀请函’，向纳税人详细介绍了网
上直播的时间、内容、适用纳税人
对象以及直播地址，纳税人通过点
击直播地址或是扫描‘邀请函’提
供的二维码就可以参加实时学习
观看。对错过收看直播的纳税人，
则可以直接通过‘济南税务服务’
或‘槐荫税务’微信公众号中的‘纳
税人学堂’，通过点击‘直播回放’
就可随时收看相关内容。”

为了承办好网上直播第一
课，该局协调相关人员做足了“功
课”。一方面，在课题内容的选择

上，他们根据前期减税降费培训
辅导中纳税人反馈疑问较多的政
策，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小规模纳
税人免税标准”“不动产两年抵扣
政策改为一次性抵扣”“调整农产
品抵扣率”三个小课题作为本次
网上直播的重点，并辅以典型案
例进行政策讲解。另一方面，为了
尽可能扩大受众面，该局纳税服
务中心联合其他区县局纳税服务
中心利用各局微信公众号和税企
交流群向全市纳税人推送了直播
课程内容预告、收看网址及收看
二维码，为实现“一区做培训、全
市皆可学”的大培训格局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据统计，直播期间共
有5500余人次收看学习；截至目
前，短短5天时间，直播回放的点
击量也达到近1200人次。

网上直播的效果如何？纳税
人最有发言权，某公司的财务会
计高全宁对网上直播的形式和培
训效果非常肯定，“网上培训节省
了我们财务人员的培训成本，不
出家门就能系统学习税收新政。
哪怕错过了直播还可以进行回看
学习，再也不用担心因出差开会
无法参加培训了！”

(赵婉莹 刘天雄 秦超)

8月18日，光大银行信用卡
中心在北京举办“海岛大玩家”

主题信用卡发布会，以“去海
岛，玩儿大的”为核心理念，携

手中青旅和光大水务为旅行者
们奉上海岛游“新玩法”——— 光
大海岛大玩家主题信用卡，为
持卡人提供更优惠、更有意义
的消费场景和金融服务。

光大海岛大玩家主题信用
卡以海岛怀旧信封为主卡面，
配以3D打印工艺的红色“海岛
大玩家”字样火漆印，象征热衷
海岛游的旅行者身份。海岛大
玩家主题信用卡还配有海岛风
个性的异型卡，好玩又便捷的

“PAPA圈”可让旅行者们在海
边游玩时佩戴，随时刷卡消费；
造型可爱的“人字拖”异型卡可
悬挂在背包、手机上作为装饰
品，而其超强的防水功能更能
陪旅行者一同游泳潜水，让每

一次刷卡消费都是一次个性的
彰显。

首次办卡的持卡人有机会
在最多七种精美海岛装备中选
择首刷奖励；持卡人累计交易
满一定金额，即可获得中青旅
海岛线路低价预购权及一系列
全球主流海岛一日游、当地特
色旅行体验特价购买权，同时
还可享受Club Med 95折、累
积旅行基金等多重超值权益。

此外，持卡人刷卡消费即
有机会参与“1分钱净化1吨污
水”的海岛卫士活动让有责任、
有担当的海岛旅行者
真正成为守护水域的
卫士。

海岛大玩家主题

信用卡的发布，是发挥光大金
控集团优势，实现一个光大、一
个客户、一个平台、一流服务目
标的创新型探索。光大银行信
用卡携手中青旅和光大水务，
深化“场景+金融”，向社会传
递环保理念的同时，也丰富了
在“大旅游”领域的布局。未来，
光大银行信用卡将秉承“你懂
世界，而我懂你”的品牌理念，
不断推出更符合持卡人需求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消
费生态，为持卡人提供更便捷、
更贴心的用卡体验。 (赵婉莹)

“ 过 去 都 是 自 己 种
地，从买种子、农药、化
肥，到日常管理，再到最
后收割，花费大量人力、
精力，投入高收成低。现
在把土地全部承包给公社，
公社提供种、耕、收一条龙
服务，每亩产量比自己种还
多二三百斤，我们社员都得
到了实惠。而且农行还给我
们提供了专门的贷款，预付
的资金也不用犯愁，着实给
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啊。”
近日，家住临沭县曹庄镇大
哨村的张堂向记者兴奋地
说道。

张堂所说的公社，便
是全国首家现代农业综合
服 务 平 台 — —— “ 金 丰 公
社”。2 0 1 7年6月由金正
大集团发起成立，公社的
主要模式是在不变更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以
农业生产托管及化肥、农
药等农资销售获取收益，
在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
化经营的同时，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改善农资结构、

耕作方式，帮助农户增产
增收。

县级公社设大社长、
小社长两级，大社长负责总
部渠道农资流通及协调组
织农机手、农技师提供农地
管理服务；小社长为当地种
植大户、村委人员或农机手
等。张堂就是村里有名的小
麦种植大户，当下他还承包
了1 3 0 0余亩土地，全部托
管给了金丰公社，在得知农
行为金丰公社社员推出了
专门的贷款后，张堂申请到
了30万元贷款，解决了预付
资金的燃眉之急。

扶 农 富 农 ， 金 融 先
行。近年来，农行山东省
分行对金融支持“金丰公
社”模式高度重视，在金
融合作启动、业务办理、
方案制定、政策配套、产
品落地等方面都给予了鼎
力支持。该行辖属临沂分
行将金融服务嵌入农业经
营主体中，一方面对土地
托管人(小社长)种子、农
药、化肥等农资产品需求

发放金穗惠农贷；另一方
面对县级公社统一招聘的
农机服务人员，按农业机
具购置种类、方式等提供
农机具贷款。特别是“金
丰公社”惠农贷款成为该
行依托核心企业实行批量
获客、通过农业服务平台
开 展 场 景 服 务 的 有 益 尝
试。该模式解决了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难、担保难的
普 遍 问 题 ， 为 银 行 、 企
业、农户实现多赢提供了
解决思路，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普遍好评。

数据显示，截至7末，临
沂农行已发放金丰公社模
式贷款34户、596万元，辖
内9家县域支行中已有7家
实现投放。据记者了解，下
一步该行将继续推动金丰
公社模式贷款扩面上量，同
时依托与金丰公社共享的
客户信息，“金丰公社”数据
网贷业务也将尽快开办，在
金融惠农支农方面推出更
多新产品、提供更多新服
务。 (赵婉莹)

你你距距离离成成为为““海海岛岛大大玩玩家家””，，还还差差一一张张信信用用卡卡

创创新新惠惠农农服服务务，，
银银社社合合作作带带动动农农户户增增产产增增收收
山东农行支持现代农业“金丰公社”纪实

学堂培训出新招

济济南南市市槐槐荫荫区区税税务务局局
纳纳税税人人学学堂堂直直播播课课堂堂开开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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