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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银行业协会

菏泽银行业银行行长消费投诉接待日于12月份全面启动

倾力打造金融消费维权新平台

群众对银行的产品、服务
有了建议和意见应该怎么办？
为进一步推动菏泽银行业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畅通金融消
费投诉处理渠道，由菏泽市银
行业协会组织的菏泽银行业各
级机构行长投诉接待日自今年
12 月份全面启动，菏泽区域内
银行机构各层级行长投诉接待
日每月至少安排一次，每次接
待日时间不少于半日，面对面
接受金融消费者建议与投诉。

银行行长消费投诉接待日
制度根据山东银保监局《关于
加强银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 工 作 的 通 知 》( 便 函〔2019 〕
172号)、山东省银行业协会《关
于成立山东省银行业消费者权
益保护中心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银协秘[2019]36号)和《关于
建立山东银行业银行行长消费
( 鲁
投诉接待日制度的通知》
银 协 秘[2019]41 号) 等 文 件 的
要求全面启动。

参与机构包括经银保监系
统准入设立的菏泽区域内所有
银行，主要分为市级行长接待
日，县级机构行长接待日等层
级，各银行机构根据机构层级
实际情况安排相应层级的行长
投诉接待日，各层级银行机构
每月至少安排一次投诉接待，
各级机构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
两次主持接待处理消费者投
诉。
记者从菏泽银行业银行行

莱商银行菏泽分行

举办
“用心服务铸就品牌”
服务礼仪大赛

为弘扬员工“爱岗、敬业、
奉献”的正能量，激励全体员工
牢记使命担当。日前，莱商银行
菏泽分行分行党总支、团总支、
工会以及业务运营部联合举办
莱商银行菏泽分行“用心服务
铸就品牌·献礼祖国七十华诞”
服务礼仪大赛。

来自菏泽分行各党支部的
13 支参赛队参加了比赛，各代
表队通过自编自导的歌曲、舞
蹈、情景剧等节目形式，展示他
们的新面貌、新气象、新变化，
经过激烈角逐，巨野党支部荣
获一等奖，营业部党支部、单县
党支部荣获二等奖，郓城党支

部、曹县党支部、成武党支部荣
获三等奖。
服务礼仪大赛充分展示了
莱商银行菏泽分行在提升服务
水平、
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工
作成果，通过以赛促学的方式，
促进了全员规范化服务水平的
全面提升。 (通讯员 武冰如)

建行菏泽分行

借助智慧柜员机堵截一起冒名开户事件
近日，建行菏泽西城支行
借助智慧柜员机人脸识别功
能，严格执行“了解你的客户”
的原则，成功识破一起冒名虚
假开户事件。
当日，
一男性客户手持身份
证来到西城支行，
要求办理一张
银行卡并开通网上银行、
手机银
行，
并回答说此卡用于单位发工
资。
大堂经理引领客户到智慧柜
员机，
比对身份证后开始指导客

户拍照，
结果智慧柜员机上显示
未通过审核，
人脸识别相似度仅
为百分之四十五。
随后，大堂经理仔细询问
客户家庭住址、出生日期等关
键信息，客户均能对答如流，并
解释说因身份证照片年数已
久，自己确系本人。当大堂经理
秉承审慎的原则要求客户提供
辅助证件时，客户大恼并指责
大堂经理无理取闹，如若不办

理就要打电话投诉。此时，网点
主管听到大厅的吵闹声来到客
户身旁，经过又一次的身份证
仔细核对，也认定该客户确实
非本人，客户见状一把抢过身
份证离开营业大厅。
此次冒名开户业务的成功
堵截，发挥了人脸识别技术的
作用，彰显了建行的智能运营
管控水平。
(通讯员 姚俊英 张剑波)

东明农商行陆圈胡庄两支行

开展关爱贫困户冬日送水饺活动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东明
农商银行陆圈、胡庄支行代表
行党委对帮扶村开展关爱贫困
户，冬日送水饺活动。
11 月18 日，陆圈支行对所

帮扶的南耿庄村25个贫困户分
别送去了水饺和方便面，当天
上午在村委会大院进行了集中
发放，对有疾病无法前来领取
11月21日，
的，
上门进行了送达。
胡庄支行行长吴冠华 等 一 行 ，
在陆圈镇西孙楼村委会对该村

24户贫困户集中发放了水饺和
方便面，送去了党组织的温暖。
此次活动，为贫困户送去
了冬日的温暖，彰显了农商行
的良好形象，得到了贫困户、政
府、村委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吴洁 吴冠华)

长消费投诉接待日安排表上看
到，12 月份的消费投诉银行机
构、接待领导、时间、地点和咨
询电话已经公布，其中，东明农
商银行、工行单县支行、工行鄄
城支行、工行牡丹支行于12月3
日现场接受消费者投诉，菏泽
北海村镇银行于12 月4 日现场
接受消费者投诉，工行东明支
行12 月5 日现场接受消费者投
诉，工行开发支行、工行郓城支
行、工行高新支行12月6日现场

接受消费者投诉……
活动期间，市银行业协会
负责组织督促辖内银行业机构
行长投诉接待日制度执行落
实，定期通报各银行机构接待
日执行情况。并于每月末对下
月区域内各级机构的接待日安
排，通过菏泽金融微信公众号，
今日头条“菏泽金融界”等渠道
向社会公布。感兴趣的金融消
费者可自行查询。
(通讯员 王庆辉)

第二届银行业摄影
比赛即将举办
为丰富会员单位广大员
工的文化生活，展示菏泽银
行业服务地方经济、促进业
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银行
的主要成就，弘扬广大员工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
展现菏泽市银行业勇于创
新、争创一流、追求卓越的行
业文化。菏泽市银行业协会
组织的第二届银行业摄影比
赛正式启动。
据了解，本次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将展示会员单位积
极拓展业务，稳健经营，锐意
改革，为菏泽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展示
会员单位以热诚、专业的态
度，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
质的银行服务的场面及风
采；展示会员单位员工严谨、
勤奋、敬业的工作作风，积极
乐观的精神面貌，丰富多彩、
和谐温馨的企业文化。

作品内容要求主题鲜
明、真实生动，力求思想性与
艺术性相统一。另外，国内外
风光风情摄影作品及各种题
材的摄影作品也在征集范围
之内。参赛作品经初审后将
在菏泽金融网及今日头条
“ 菏 泽 金 融 界 ”栏 目 进 行 刊
发。
本次全市银行业摄影比
赛参赛人员范围涵盖我市银
行业全体从业人员。摄影比
赛将于2019年12月6日截稿，
征稿结束后，将聘请菏泽著
名摄影家组成评委会，本着
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参赛作
品进行评选。本次摄影比赛
拟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若干
名。主办单位拟定在菏泽图
书馆对获奖作品进行展示并
对作者进行表彰。
(通讯员 黄广轩)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助力菏泽民生事业发展
日前，兴业银行菏泽分
行行成功投放5000万元为菏
泽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融
资，助力菏泽国家冬季清洁
取暖试点示范城市改造工
程。
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是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菏泽市成功
入围国家冬季清洁取暖试点
示范城市，改造任务重，时间
紧，迫切需要推进清洁取暖，
关系到广大群众温暖过冬的
大事，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
要内容。
据了解，为确保该项目
的顺利实施，兴业银行菏泽
分行积极对接当地相关部门
及承接企业，了解项目运作
模式及企业资金需求，介绍
兴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并及
时安排尽职调查，高效完成
业务上报，积极争取上级行
的支持，创新性采用“订单融

资”模式，最终该笔业务获得
批 复5000 万 元 ，对 菏 泽 市 冬
季清洁取暖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开业以来，兴业银行菏
泽分行扎根菏泽，充分发挥
集团化综合金融优势，尤其
是绿色金融龙头优势，以“服
务中小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为定位，着力改善中小微企
业融资环境，推动当地经济
与金融互动发展，助力菏泽
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为菏泽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活力。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负责
人表示，支持菏泽市冬季清
洁取暖项目建设是兴业银行
菏泽分行助力菏泽民生事业
的一个缩影，该行将继续加
强对菏泽当地民生事业的信
贷支持，与菏泽经济社会共
同发展。
(通讯员 田建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