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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市市公公开开选选聘聘行行政政执执法法监监督督员员
25日前可报名

“真是太方便啦！只要花
一分钟就轻松缴完儿子的学
杂费啦！”市民李女士兴奋地
说道。日前，在州城的一所小
学里，记者没有看到以往缴费
时家长排长队和老师忙碌的
现象，取而代之的是工行的

“银校通”平台。
据了解，每到缴学费的时

候，不只是家长觉得麻烦，学
校财务也有负担，收缴、核对、

回执等也成了额外的工作。为
了解决校方收费难、对账难、
资金归集慢等难题，工商银行

“银校通”业务应运而生。“银
校通”是工商银行为各类学
校、教育培训机构等提供的高
效收费管理服务平台。管理人
员可通过平台灵活设置收费
种类、时间和周期，以及实时
查询缴费情况，多渠道统一自
动对账；学生及家长可在全国

范围内可通过工行智能终端、
网银、融E行、柜台、微信二维
码等渠道交费，不受时间和地
域的限制，随时随地缴纳学
费；应缴金额直观展示，费用
项目清晰呈现、一目了然。正
所谓“银校互通，缴费轻松”！

近年来，工行德州分行积
极顺应互联网新形势下客户不
断升级的金融需求，推出e-
ICBC3.0战略，核心就是要建设

“服务无所不在，创新无所不
包、应用无所不能”的智慧银
行，通过场景和平台，提升服务
品质，升华服务内容。随着e-
ICBC3.0战略的不断深化，工商
银行已成为电子化银行向互联
网化转型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工行德州分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切实做好银校通业
务推广工作，让更多的学生家
长享受到工行银校通的便利，

该行抓住新生入学集中缴费业
务窗口期，认真分析客户需求，
进园入校上门为学校讲解“银
校通”优势，对已上线未缴费学
校进行上门回访。针对学校的
实际需求做好缴费业务指导，
及时处理学校及缴费客户反
映的问题。截至日前，该行已
累计上线学校近50户，实现缴
费客户近2万户，缴费笔数达
近5万笔。 (宋开峰 刘琳)

工工行行德德州州分分行行““银银校校通通””打打造造校校园园智智慧慧金金融融

德州建行德城支行

协助客户8万元盗刷款“完璧归赵”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
贺莹莹 ) 11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德州市司法
局获悉，为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监
督和备案审查工作机制，充
分保障社会公众对行政行为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拓宽听取意见建议
的渠道，维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全市决定面向社
会公开选聘行政执法监督员
并建立行政执法监督 (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联系点，符
合条件的市民可报名。

监督员范围包括企业负
责人、法律工作者、行业协会
负责人、高等院校专家学者、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工
作者、公职律师、社区工作者
等社会各界人士。联系点范
围包括高等院校、工商企业、
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政
府或村居社区。

根据要求，监督员应具
备较强的法治意识和监督意
识；与履行职责相应的工作

能力；热心支持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能客观公正地进行
行政执法监督；年满十八周
岁、不超过六十五周岁，身体
健康，遵纪守法等条件。

监督员、联系点的主要
职责包括：宣传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推进依法行政的有
关规定；根据本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就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和
改进行政执法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对拟出台的市政府
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意见、

建议，参与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和后评估等活动；针对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执
法领域提出监督动议；反映
社会公众对本市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
意见、建议；对德州市推进依
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提出
意见、建议等。

应聘监督员的报名时间
为2019年9月11日至9月25
日，有报名意向的市民请在
德州市司法局网站下载打印
填写《行政执法监督员报名

表》《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申
报表》。报名监督员请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报名表》(一式
二份)，申报联系点需如实填
写《申报表》(一式二份)并加
盖单位公章，相关材料请于9
月25日前邮寄至市司法局行
政执法监督科，电子版发送
邮箱，联系电话：2687387，电
子 邮 箱 ：s f j z f j d k @
dz.shandong.cn，市司法局将
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聘
请行政执法监督员和联系点
名单并颁发聘用证书。

9月6日，家住济南的张
女士来到德州建行德城支
行，向支行营业室主任张涛
和营运主管宋艳艳送来感谢
信和一面写有“心系客户切
身利益，无愧当地最好银行”
的锦旗，感谢银行协助她追
回了8万元盗刷款。

经过一番了解，记者得
知张女士的银行卡于6月上
旬被盗刷8万元，发现这一情
况后，张女士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警，并联系建行济南分
行。经查询，张女士银行卡发

卡行为德州建行德城支行。
经过银行机构间的联系，银
行决定由张涛和宋艳艳两位
员工牵头处理该笔盗刷。在接
下来的两个多月内，张涛与宋
艳艳一边安抚客户、一边调查
取证，为张女士被盗刷款项的
追回做了大量的工作。

宋艳艳在调查中敏锐地
发现该笔盗刷记录的交易地
点和商户注册地址不符这一
线索，并及时向建行云南分
行请求协助，由云南分行两
次派员到盗刷交易记录列明

的交易地点协助取证。经过
两省协同、省市支三级联动，
最终得以向收单机构发起贷
调处理。多次交涉后，在证据
面前，收单机构同意贷调，于
9月2日对张女士进行了全额
赔付。

在该事件的处理过程
中，德州建行德城支行工作
人员展现出了良好的盗刷
事件处理技巧，体现了极高
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担当，最
终成功为客户挽回了损失。

(王福胜 刘迪)

9月份以来，德州农商银行
开展了2019年“金融知识普及
月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
月活动。

活动以“防范非法金融活
动 保护资金财产安全”、“选
择合适产品 保持理性投资”
等主题开展宣传活动，送金融
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集市，
通过设立金融知识咨询台、发
放宣传手册等多种方式，向百
姓宣传各类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金融知识。该行工作人员与
前来咨询的市民亲切地交谈，
解答他们关于金融业务、反假
币、非法集资、理财、电信诈骗
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该行
工作人员还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家庭亲情贷”、“信 e贷”、

“ETC”等业务咨询和服务，吸
引了部分客户前来咨询。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彩页

2200余份，受众达2000余人，提
升了社会公众金融安全意识和
风险认知能力，同时也提升了
德州农商银行的美誉度，促进
了各项业务的发展。不少市民
纷纷表示，通过与工作人员面
对面的交流，自己对平日里似
懂非懂的金融知识有了更深一
层的了解，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孙海敏）

德州农商银行

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文明交通意识，开学季，德州公安交警直属
四大队民警走进校园为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磊 通讯员 于小晴 摄影
报道

交交通通安安全全进进课课堂堂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 张磊 通讯
员 于小晴) 临近中秋节前夕，人们都
在忙碌着备货中。忙碌之中，就有群众
对交通安全置之不顾。9月9日，德州交
警直属四大队开展午后整治酒驾、醉
驾专项治理行动，突然一辆银灰色面
包车在看见执勤民警后试图掉头，民警
立即将其拦截，打开车门竟是满满一车
水果。

民警将面包车拦停后，示意面包车
驾驶人将车玻璃放下配合检查，透过车
窗往车里一看，只见面包车的后排座位
全部被拆下，后车厢塞得满满当当的全
是水果箱。当时执勤民警介绍，这些箱子
没有进行任何的加固措施，一旦发生紧
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民警详细了解情况后才知，面包车
驾驶人是往周边超市送货的，为图方便
将面包车后座拆下，改成了一辆“货车”。
民警介绍，对面包车私自改装载货，已违
反了相关法律。随后，民警根据法律对该
驾驶人处以罚款700元的处罚，并责令其
将车恢复原样。

面包车“变身”货车

私改车辆被处罚

酒司机路上遇交警

竟甩锅给“啤酒鸡”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员
于小晴) 为消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全力护航市民出行安全，近日，交警直
属四大队在辖区重点路口严查酒驾、醉驾
等交通违法行为。在查处中民警发现，尽管
绝大多数市民都能做到开车不喝酒，可也
有部分“酒鬼司机”仍存在酒驾、醉驾等违
法行为。个别驾驶人的狡辩借口也是层出
不穷、荒唐可笑。

检查过程中,民警依法对一辆黑色大众
轿车进行检查，当驾驶人打开车窗时，民警
就闻到一股酒味儿。民警还没询问，该驾驶
人就狡辩道:“我没喝酒，我就是刚刚吃完
鸡，可能鸡里面有酒。”最后经酒精测试仪
检测，该车驾驶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24毫克，属于饮酒驾车。“如您有异议，
可以带您去医院进行抽血检查，看是否是
酒驾。”在事实证据面前，该驾驶人终于承
认自己为了逃避处罚才想着甩锅给“啤酒
鸡”。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这该驾
驶人进行暂扣驾驶证6个月、扣12分、罚款
1000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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