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责任 硬核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民生银行济南分行将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应尽的社
会责任，力求持续深化3·15宣
教工作，做到消保不单调、消
保不打烊、消保有担当。

今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教育宣传周，民生银行济南
分行将坚持以人为本，从金融
消费者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
出发，做到既接地气又体现针
对性；从心出发，倡导诚实守
信，共铸消费和谐，做到服务
我用心、消费您放心。

转型线上 真情抗疫

面对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积极探索创
新，采用以线上宣传为主的活动
形式，以提升金融服务品质、
普及金融消费安全知识、引导
消费者依法维权为出发点，凭
借3·15课堂等向公众宣传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八项基
本权益，运用微信长图、视频
短片、微电影、动漫画等生动
呈现疫情期间诈骗情景、防范
妙招，全面普及人民币知识、
征信线上办理途径，及时推出
远程业务办理视频指南等，让
广大消费者在家也一样能够享
受省心、放心、贴心的金融服
务与疫情防控服务。

据介绍，为有效提升活动

的覆盖面和有效性，该行还充
分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实际，员
工自己设计了“西游记”系列
宣传漫画，通俗易懂，寓教于
乐，以趣味化的形式进行金融
知识普及教育，受到广大金融
消费者的欢迎与喜爱。

敏捷防疫 厅堂安全

为切实做好厅堂防疫工作，
该行还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第
一时间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
任，抓好厅堂防疫任务落实。
目前，该行所有营业网点在厅
堂入口处设有“体温检测服务
台”，摆放“佩戴口罩进入网
点”提示牌，建立《疫情防控
期间网点营业情况登记簿》，
由专人依照流程测量和登记体
温 ， 确 保 “ 人 人 戴 口 罩 入
内”；同时，有序控制厅堂客
户人数，避免聚集，最大限度
减少交叉感染接触面。柜台人
员佩戴口罩、护目镜，做好防
护，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对
收入的现金采用紫光灯消毒后
单独摆放，当日不进行对外付
出，确保让广大客户用上“放
心钱”。

此外，该行组织力量兵分
多路，对各营业网点、办公区
域等进行全天候、全覆盖消杀
处理，配备专用、有盖脚踏式
垃圾桶，做好废弃口罩、手套
等物料的科学处置，保障客户
生命健康安全。

精准滴灌 解企眉愁

为全力防控新冠疫情、精
准支持实体经济，该行针对企
业客户，积极提供了各项金融
支持，力求解决企业燃眉之
急、分担企业生存之忧。

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携手企
业共克时艰。目前，该行设立
绿色通道，有力支持医药器
材、公共卫生等领域企业客
户，使其优先享受快捷审批、
额度保障、定价支持等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
客户，还可调整还款方案。针
对客户的各种需求，该行还依
托金融科技，提供全天候敏捷
化线上金融服务。

开通线上办理渠道，满足
企业增值需求。该行已提供多
种线上办理渠道，供企业存款
增值使用。企业客户可使用
“现金盈”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多途径购买包括大额存单(最
高基准上浮52%)、随享存(最高
基准上浮49 . 5%)、流动利D(最
高基准上浮50%)在内的多种公
司金融产品，界面清晰、操作
便捷、体验舒心。

疫情虽无情，民生有担
当。下一步，民生银行济南分
行将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带领
下，继续做好疫情防控与金融
服务，深度聚焦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保护，以有温度、有担当
的消保宣教工作举措，为全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为民而生，共同战“疫”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3·15宣教有温度有担当

又是一年3·15，但2020年的3·15注定不平凡。疫情当前，中国民生银行济南
分行深入贯彻落实监管要求与总行部署，创新思路，线上为主，多角度、广覆盖
开展以“服务我用心，消费您放心”为主题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
动，帮助金融消费者足不出户享受金融服务，提升风险责任意识和风险管理能
力，真正做到消保宣教与抗击疫情“两不误、两促进”。

3月11日，第四届“青岛银
行杯”蓝色之星“股债双融”路
演大赛，以线上直播的形式成
功举办。此次路演大赛以支持
疫情下的广大企业共渡难关
为主题，旨在搭建银行、企业、
创投风投机构等多方沟通平
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最优
金融方案，全力帮助地方企业
复工复产尽快得到资金支持，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
本地实体经济发展贡献金融
力量。

在目前的疫情下，青岛银
行“股债双融”大赛传统模式受
到了挑战。青岛银行增强金融
服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与主
办方深交所沟通，将常态化的
路演大赛系列变成线上直播，
没有因疫情的发生阻断企业融
资渠道；同时，充分发挥法人银
行和上市银行优势，创新“股债
双融”路演大赛新模式。

“科创路演贷”就是基于这
种思维和模式创新出的一款产
品，是专门对科技型、创新型的
参赛企业跟进以信用贷款为主
的授信支持模式，提高了企业
在股权、债权资金的获得感。
在前三届的路演大赛活动中，
青岛银行为超过90户的客户拟
上市企业提供了投资撮合、资
金托管、发债、融资、结算等全
面金融服务；为20多家科技型、
创新型中小企业发放“科创路
演贷”超过2亿元。

“这次通过直播的形式进
行路演大赛，也是青岛银行支
持复工复产的又一次创新举
措。我们将对评选出的优质创

新项目和企业提供专业融资
服务，与企业需求紧密连接，
与企业共成长，实现真正的股
债双融。”据青岛银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青岛银行与青岛国
际投资公司签署了“融企创
新、债投联动”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战略合作落地举措之一，
青岛国投也将择优对大赛涌
现出的优秀企业进行长期股
权投资，持续注入资本，帮助
这些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成
长为行业领军企业。

本次网络路演大赛通过深
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线上平台

“燧石星火”举办，全程向全国
的创投机构、上市公司等视频
直播。直播现场，8家优秀科创
型企业依次上场，企业路演、专
家点评环节精彩纷呈。

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在路演时指出，该公司瞄准
百亿级多普勒激光雷达目标市
场，力争成为国内第一、世界领
先的多普勒激光雷达研发制造
与应用服务一体的国际化企
业，本轮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市
场开拓、新产品研发生产、补充
现金流等。

据介绍，青岛银行将充分
发挥法人银行、上市银行优势，
以“股债双融”路演大赛为平
台，继续与全国优势资源合作，
夯实各方合作基础，并在全省
各地分支机构开展路演大赛系
列活动。同时，持续优化活动模
式，进一步完善热带雨林性质
的创投风投生态，全力支持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
推进。

第四届“青岛银行杯”股债双融

网络路演大赛成功举办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创立之初
就高度重视诚信建设，2020年伊始，公
司组织开展第三届“诚信大使”评选活
动，以面向基层、公开透明、重在一线
为原则，结合服务品质、工作业绩、客
户满意度等标准，通过业务员自主报
名、公司推荐、客户认可的方式进行评
选。该活动自1月启动以来，获得了一
万余名来自各渠道业务精英的报名
申请，累计吸引在线投票500余万票。

疫情期间，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
各级机构创新评选模式，经各级机构
初赛、复赛、决赛和审核，最终评选出
365位省级诚信大使,为行业和社会
注入正能量。

扬诚信精神，立诚信之本；推诚
信建设，为诚信发声。2020年，新华保
险山东分公司将进一步践行“以客户
为中心”经营战略，紧扣公司“稳定、
发展、协调”的经营主题和“快理赔、
优服务”的服务理念，持续组织开展
诚信系列活动，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保障
公司经营稳定。从源头持续提升服务
水平，形成长效机制，贯彻诚信理念，
以诚信服务驱动业务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赵彬彬)

扬诚信精神，立诚信之本；推诚信建设，为诚信发声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2020年“诚信大使”评选揭晓
滨州：李洪展、从丽、丁玲

玲、董虎、巩若金、胡云香、黄长东、
贾艳、刘佃娥、刘风霞、刘寿燕、刘
艳、刘影超、裴小华、王丹丹、薛允
光、闫玉芬、杨延辉、张坤、赵书芳

德州：邓成春、李淑香、刘
倩、孟涛、王广秀、吴朝祥、张聪、
张艳红、赵海英、赵金凤

东营：鉴艳青、江浩、李金
针、李叶菁、刘爱菊、商海丽、孙美
菊、王红、杨英霞、张娜娜

菏泽：鲍翠平、曹燕丽、陈
爱华、陈爱娟、楚德华、宫美丽、
胡海艳、华巧真、孔令美、李非
非、李文霞、刘峰、任爱云、孙香
荣、王凤艳、王萝勤、张爱芹、张
翠平、张凤秋、朱海英

济南：房冰、高海燕、高怀
玲、高芹、郭峰、黄焕然、黄相钧、
李爱荣、李瑞玲、李长清、刘祥
玲、卢现菊、路千里、商彦红、谭
新丽、王爱萍、王金芳、王立秀、
王韬、吴宝、杨爱玲、张灯运、张
巍、赵燕宾、郑杰

济宁：孔令娟、李娜、李艳、
梁红芳、刘丙爱、刘莉、刘瑞芝、刘
伟、刘旭、刘学、刘园园、宋庆娜、

宋月霞、孙芬、王晓慧、吴秋颖、徐
文娟、杨亚楠、刘莉、张风芳、张
丽、张汝香、赵颖、周莎、朱广营

莱芜：狄寿亮、段伦莲、李
峰新、刘丽、刘莉莉、亓麦华、亓
顺芹、邢君、伊红霞、赵燕

聊城：郭宁、胡春兰、姜爱
芝、李心云、李岩、梁爱民、刘芳
礼、彭凤娟、王立杰、王新秀、吴
慧玲、吴香华、徐少春、杨秋芳、
于晓敬、张立姣、张树华、张亚
楠、周瑞、周燕

临沂：苗桂玲、王桂娜、高
洁、吴凤娣、朱志娟、刘艳艳、田娜、
英自珍、张立彩、宓大凤、刘克秀、
郑仕花、庄秀田、赵玉香、孔庆玉

日照：郭宝娟、韩荣、焦光
梅、焦瑞华、厉吉彩、林素红、卢立
君、王玉英、徐娟、朱希秀

泰安：常玉英、陈宝香、陈
红、陈莹莹、陈振玲、杜秋霞、房婷
婷、冯丽、高楠、黄保杰、姜洪梅、金
莉、李彩云、李会、李吉国、李欣怡、
李宗爱、刘红英、刘吉青、刘梅、
刘美霞、刘涛、刘玉梅、刘云峰、
刘转转、毛志玲、乔明芳、石新、
司冠菊、王安榛、王春玲、肖荣、闫

翠平、尹丽、于静、于丽、翟兆萍、张
东芸、张京兰、张晶、张衍臣、张衍
菊、赵兴芳、周焕灿、朱玉霞

威海：于秀敏、蔡运生、陈
勃、陈娟、宫云芳、鞠婷婷、刘永
莲、吕世爱、马红霞、宋爱凤、宋
春杏、孙翠红、徐宁、杨春霞、杨
美芳、杨晓霞、于京畅、原欣媛、
张秋娜、张艳霞

潍坊：白丽、陈云建、陈子
香、崔玉霞、单联锋、樊菊菊、付
继超、郭秀华、郝红梅、姜建国、
姜晓玲、李爱宏、李光辉、李海
平、李莹、李玉娥、廉清梅、刘桂
英、刘军、刘明燕、刘燕、栾纪凤、
赵红梅、马海伦、潘明媚、宋爱
娟、宋光欣、苏爱萍、孙宝莲、孙
芳、孙海娟、孙洪梅、孙明霞、孙
晓玲、台实先、唐尧辉、佟爱梅、
王桂臻、王丽、王丽丽、王琪、王
玉蓉、武丽娴、闫维霞、尹兆秀、
袁爱玲、张爱华、张传霞、赵立
德、赵文丽

烟台：陈小燕、程芳、程凤
娟、戴晓艳、宫志英、郭俊枫、焦
万芬、孔庆华、郎需梅、冷美玲、
李红青、李娟、李霞、李志媛、刘

春琴、刘艳萍、柳文娟、栾瑞英、
栾志永、马芳苹、马志全、慕建
玉、宁波、曲永玲、任晓宁、宋艳、
宋瑜玲、宋志芳、孙平、孙滕、王
春莉、王明庆、王蕊华、尉波、魏
建进、辛鹤、焉芳、杨宁、衣海华、
勇庆玲、于江梅、于仁芬、于瑞
红、于雪梅、张波、张丽婵、张丽
萍、张少丽、赵晓娜、朱美华

淄博：蔡营营、崔涓、董富
玲、段文霞、冯娟、韩志艳、贾文娟、
李军营、梁青、刘建、苗本华、石伟
丽、孙丽丽、孙玉祯、田维君、王英
芳、王梓、谢琪、燕军、翟玲、张冰
玉、郑新花、郑镇镇、朱红

枣庄：王丽丽、秦凤池、马
艳菊、田盼、王宁宁、徐娇、王具美、
邱敏贵、赵联平、袁梅、高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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