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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抗疫时刻的坚守
疫情防控期间，枣庄中行渠

运人为保障一方金融安定，时刻
待命、坚守岗位，为抗疫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

应急篇

维护金融稳定，承担社会责
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枣庄分
行在分行党委的领导下，各部门
协作奋战，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办
公室(安全保卫)敏捷反应，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络各
区金融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
门、交通运输局、押运大队协调押
运车通行证事宜，在最短时间完
成尾箱送达，确保各网点正常营
业；分行渠运部面对突发情况反
复研究人员调整方案，根据政府
部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并不断做出调
整，克服一切阻力，保障网点安全
运营，迅速联络第三方顺丰速递
沟通应急方案，暂停薛城、台儿庄
封控区域会计传票传递问题，同
时建立与顺丰速递双方信息及时
互通机制，确保中行枣庄分行会
计传票传递的安全。渠运部全体
员工上下一心，以实际行动践行
中行枣庄分行夯基股本强内控理
念，为全行平安运营做出孜孜不
倦的努力。

坚守篇

薛城区政府下达临时管控紧
急通知，薛城营业部运营副主任
孙虹接到指令后快速反应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全体员工

班后留行待命，对物理环境进行
全面消杀，组织柜员就近核酸检
测，待全员完成核酸检测，回家时
已到深夜。次日在运钞车无法送
达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岗位，有序
引导客户通过智能柜台或线上渠
道办理金融业务。

新城支行核准柜员周欣在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运营副职无
法到达网点的情况下克服家庭困
难，无怨无悔坚守岗位保障网点
业务正常运营。

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枣庄分行营业部运
营副职张莹带领员工对到店客
户严格执行客户信息登记制度，
落实体温检测、三码查验(健康
码、通信行程卡、同行密接人员
自查)，每日不定时对营业网点
厅堂和办公场所做好营业区域
消杀工作，打造安全的营业环境
向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随着确诊案例的增加，台儿
庄区域全面封城，中行台儿庄支
行按照政府通知暂停营业。危机
时刻，台儿庄支行运营副职侯亚
民在明知当天封路的情况下一
早5点多动身，赶在封路前到达
网点。虽然暂停对外营业，侯亚民
仍然坚守岗位留行处理内部业
务，一连几天吃住在员工休息室。

协作篇
“作为渠运人，随时听指令，

哪里需要哪里去”。在运营副职无
法进驻薛城区的情况下，为保障
网点正常运营，家住薛城区的代

职经理蔡侠、韩众、运营副职赵峰
接到工作指令后，携带随身生活
必需品，挺身而出冲锋在抗疫一
线，逆行而上、坚守岗位、以行为
家，倾尽全力保障网点正常运营。
家住市中区域的生燕、李素霞、王
娜三位运控副职迅速转入市行渠
运部，在代职经理侯钦臣的指导
下承接相关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体现出
担当作为的格局。滕州支行在人
员紧张、季末指标冲刺任务繁重
的情况下，临时从龙泉苑支行抽
点一名核准人员，填补因北辛支
行运控副职不能到岗代为履职
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薛
城、新城地区多处小区封控，人
员不能到岗，薛城支行、新城支
行克服重重困难，积极配合渠运
条线人员调整，后勤保障充分，
确保冲锋在一线的员工安心工
作无后顾之忧。枣庄分行渠运队
伍是同事更像是家人，危难时刻
拧成一股绳，服从安排互帮互助
共克时艰。侯钦臣、李素侠、侯亚
民、韩众、赵峰几位党员同志在
危机时刻不畏艰难、冲锋在前，
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是枣庄分
行渠运部党员的缩影，更是渠运
人全体党员对党忠诚、甘于奉献
的真实写照。

大地回春，新冠肺炎疫情终
将会过去。向坚守在抗疫一线的
全体同事们致敬，让我们同心协
力、不畏艰难，定能迎来山河无
恙，人间皆安时携手看那春暖花
开！

弘扬廉洁文化 建设廉洁银行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
眩于无色之惑”，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业务，保持廉洁
永远是中行人的本色和责任。
在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倡廉的今
天，身为中行员工，背负百年中
行的优秀传统，只有领悟清廉
的深刻内涵，才能时刻谨防贪
污腐败。

2 0 2 2年在党的正确领导
下，廉洁清正永远是中行砥砺
前行的需要，勤政廉政永远是
中行的责任和担当。在金钱和
权利面诱惑下，作为中行员工，
无论是干部还是职工，一定严
格恪守国法行规，绝不逾越红
线，必须保持勤政廉洁的中行
本色。

作为中行人要安心本职工
作，不贪慕虚荣，不贪图享受，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高尚的
人品和操守，时刻谨记廉洁从
业的重要性，为中行事业贡献
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保持廉洁不仅关系中行员
工自身，更关系到百年中行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结合银行工
作，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廉洁从
业：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自己

的思想和精神境界。端正思想
作风，银行工作的特殊性要我
们时刻保持理性，恪守国法行
规，做到遵纪守法。

二是要端正职业道德思想。
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干好本职工
作的基础，拒绝见利就图和贪图
享乐。工作要做到一丝不苟，总
结经验不断进取完善自我，不断
提高职业能力。

三是要守好自己的情操和
品质。“祸患常积于忽微”。要加
强生活作风管理。不断提高自我
约束，坚守自己的底线，保持清
醒的头脑，防止因小节不保而酿
成大错，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作为
中行员工，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
思想道德素质，加强自身修养，
加强人格锻炼，弘扬社会新风，
守住本分，守住忠诚，守住廉洁，
才能做到廉洁与自律，为百年中
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滕州中润供水员工拾金不昧

市民送来锦旗致谢

近日，滕州市民肖女士在滕
州市中润供水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大厅开发票时将手机遗落，被该
公司计财部发票开票员彭慧茹发
现，并主动联系肖女士所在单位，
让肖女士来取手机。

据彭慧茹介绍，肖女士开完
发票就走了，她突然发现有个手
机被遗留在那了，她就赶紧找到
肖女士开发票的单位。肖女士接
到通知赶紧又回来取回手机，为
表感谢，还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
来。“手机虽然不贵重，但是里面
的信息太重要了，真的非常感
谢。”肖女士说。 (巩慧)

劳动创造了美

近日，滕州市中小学素质教
育实践中心领导带领老师们积极
参加各种劳动。

他们对农场的杂草进行清
理，对水渠进行修整，学校领导和
老师们积极参与农场劳动，对农
场杂草认真清理并对主干渠道进
行农培土修整。在劳动过程中，老
师们分工合作，各尽其职，抱着不
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把杂草清理
干净，水渠修整到位。经过大家的
多日奋战，齐心协力，整个农场生
机勃勃，焕然一新。

(张文文)

德育活动致敬防疫卫士

峄城区古邵镇沿河小学积极
组织开展《心中有理想，前路必有
光》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在疫情防控期间，先后组织
了停课不停学网络授课、致敬最
美“逆行者”等活动。返校复课后，
该校在少先队员中开展“我是防
疫小卫士”、“健康生活我能行”等
主题活动，通过少先队活动课进
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及知识普
及，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紧
扣时代主题的德育教育活动，增
强了教育的时效性。 (徐萍)

峄城区匡衡小学举行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近期峄城区匡衡小学举行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安全教
育系列活动。

学校通过主题班会、防溺水
手抄报、防溺水签名、宣誓等形式
向学生进行防溺水教育，让学生
明白如何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增强防溺水意识，珍惜自己的生
命。通过开展这些安全教育活动，
让学生认识到生命只有一次，要
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提高了
峄城区匡衡小学师生和家长的安
全意识及学校安全教育的实效。

（孙莉莉）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疫情防控常态化

为了进一步巩固防疫成果，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采取
了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为严防校园疫情输入，“把
好入门关”。学校全体教职工每
天进行核酸检测。每天每班抽
取20%学生进行核酸检测，做到
不漏一人。每日清洁消毒，确保
学校环境安全。疫情防控期间
24小时值班。校长担任值班总
负责，对疫情防控期间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除学校教职
工，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赵萌)

健康时种下星星之火
患病时为您点燃生命之光

近日，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枣庄台儿庄支公司收到了来自
客户贾先生的一面锦旗：“理赔
及时暖人心，千金一诺有太平”。
短短的两行字，印证了太平人寿
积极践行着“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宗旨。

2020年11月24日，一向健康
的贾先生因腰椎间断性疼痛，前
往医院进行就诊，经影像学检
查，初步判定为恶性骨髓瘤。经
向医生了解，这种病的治疗极为
复杂，且花费极大，当地医院并
不具备治疗条件，需要到中国血
科院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贾先生
虽然情绪低落，但并不为医疗费
犯愁，因为女儿2019年就为他购
买了一款太平人寿的短期医疗
险，通过中国太平95589客户服务
热线咨询，基本符合条件。

了解到贾先生的情况后，太

平人寿枣庄中心支公司的理赔人
员迅速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详细
介绍了理赔流程，让他可以不用
顾忌费用，安心地接受治疗。

前三个月，贾先生在当地医
院进行前期初步化疗，累计花费
2 . 3万元。太平人寿不但赔付了医
保报销之外的1 . 4万元，还额外赔
付了1 . 2万元住院津贴。通过首次
赔付，贾先生感受到了太平人寿
的服务品质，更加坚定信心。

随后，贾先生在中国血液科
学院陆续住院治疗10次，期间接
受了更为昂贵的化疗(IPD化疗
方案)，并且完成了造血干细胞
移植手术以及后期的抗感染治
疗。

考虑贾先生往返医院准备
病历的困难，太平人寿还简化了
手续，使用出院记录为他进行理
赔，提供了切实的便利。贾先生

不了解社保的报销方法，太平人
寿的理赔人员主动协助客户向
社保、民政部门咨询大额报销流
程，并为客户出具报销证明，最
终让客户拿到了民政补助，客户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年半的时间里，贾先生陆
续14次住院，近50万元的医疗费
经医保报销后，仍有剩余29万需
要自费。太平人寿不但依据合同
条款全额赔付了自费部分，还给
予每天300元住院津贴。累计近
34万元的赔付，在贾先生最后一
次治疗出院当天便全部完成了。
太平人寿这种高效的服务，很快
在贾先生身边传开了。

目前，贾先生在当地接受后
续的康复治疗。太平人寿枣庄中
心支公司将继续关注他的状况，
主动及时的提供理赔服务。

(太平人寿枣庄中支 王腾)

太平人寿山东分公司健康关爱季启幕

发布2022版VIP客户健康绿皮书

4月26日晚，太平人寿山东分
公司采用线下与线上直播相结合
的形式，召开2022年健康关爱季
启幕仪式暨《2022版太平人寿
VIP客户健康绿皮书》发布会，共
吸引6 . 42万人次参与、观看。

太平人寿山东分公司客户
服务部经理吕华山在发布会上，
详细介绍了太平人寿的品牌历
史以及服务体系，并发布2022年

“健康关爱季”的精彩内容。健康
关爱季系列活动将围绕“山海有
约 遇见美好”主题，倾力打造三
大类活动，全方位守护客户的美
好生活。

会上，爱康集团山东区医疗
副总经理夏爱华女士受邀从专业
角度，对太平人寿2022版VIP客
户健康绿皮书进行了权威解读。
通过大数据下的社会健康现状
分析，特别是对山东省太平人寿

客户的健康体检数据解读，阐述
了特别需要注意的疾病风险及
有效预防措施，帮助与会者了解
健康趋势，掌握预防重点，共同构
筑美好健康的太平生活。

作为本次发布活动的重要环
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
外科主任医师孙宏涛特邀嘉宾，
带来了题为《预防心脏病从清晨
刷牙开始》的科普健康讲座，通
过生动的语言，诙谐的形式，带领
与会者轻松了解心血管疾病的知
识及预防秘籍，从健康遇见美好。

据了解，太平人寿山东分公司
2022年健康关爱季系列活动将在4
到6月持续开展，紧密围绕“健康”
主题，不断甄选优质服务资源，拓
展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为客户创
造卓越的服务体验。想了解更多
的精彩内容，可联系您身边的太
平人寿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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