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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金融·综合

“没想到在信用社办业务
还能中奖！”金乡爱珂达电脑
经营部的王先生从金乡联社营
业部会计主管手中接过一款价
值3000元的HTC智能手机，连
连道谢。

自7月份开始，全省农村信
用社扎实开展了“‘月’用‘月’有
礼”活动，通过抽奖方式回馈电
子银行客户，金乡联社制定了活
动方案，通过在金乡门户网站发
布广告、在人流密集区发放宣传
折页等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广泛
宣传，促进了电子银行业务的发
展，截至目前，金乡联社共营销
个人网银15646户，企业网银452

户，手机银行(短信版)6997户，手
机银行(WAP版)专业版259户。

“下一步，我将继续支持咱
信用社的业务，同时我还会帮信
用社做宣传，让我的一些朋友、
客户也都到信用社办业务，呵
呵！”王先生作为7月份全省仅有
的20名获奖客户之一，言谈透出
由衷的高兴。

通过开展此次抽奖活动，
在回馈客户的同时，进一步宣

传信用社电子银行产品、扩大
社会影响力，在促进业务发展

的同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苏杭 王传旭)

营业厅轶事

金乡联社城区营业厅近来业务量
大增，每天都是人声鼎沸，喧闹不
止。我在柜台前忙着。

“你好，你这儿有零钱吗？”
“您好！有啊，您需要什么样

的。”我打量着客户，是一位30岁左
右的妇女，身材不高，有些微胖，肤
色黝黑。

“五块，十块的。”
“有，您要多少？”
“两、三万，有吗？”语气中带

着一些迟疑。可能是在其他行遇到的
拒绝太多了，我心里暗想。

“一次要这么多？我的保险柜里
没有这么多，要不少换点先用着，行
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我家开废品收购站。”那
妇女低了头，“我们干的活脏，不像
你们…..”后面的话，根本听不清，可
能是她嗫嚅自语。

面对她的自惭形秽，我不知该怎
么说，我感念我们都是对很多事无能
为力的小人物，一股侠义感作祟，我
很慷慨地说：“有，在大库里，我上
大库里出钞箱。”说着，我退出交易
画面，收拾桌面上的东西，准备上大
库。

“ 你 们 的 取 款 机 怎 么 不 能 取
了？”营业室另一端又有我的责任范
围的事了。

“好，我这就去看看。”说着，
我低头寻找取款机上的机箱盖钥匙。

在我低头翻找的时候，窗口外等
候的妇女高声说了一句什么，我并没
在意，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们怎
么这么办业务？换零钱不是你们银行
该换的吗？对存钱的人慌忙的紧，换
点零钱，老是推三阻四。”那位妇女
将心里的不满大声宣泄出来。

我一开始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
回事。细想之下，可能是刚才我要起
身离柜的动作，让她误会我不理会她
了。面对她的声色厉荏，竟有些悲
悯。越是身份卑微，往往自尊心越
强，越是有一份敏感，一点小小的误
会，如针尖麦芒一般刺痛了她。我自
以为是的侠义感，她是看不到的。

我苦笑着说：“我外面的保险柜
太小，没有那么多零钱，我上大库里
拿去。”

事后，我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件
事，再次发现我的语言表达是很欠缺
的。我本意上没有任何轻视顾客的念
头，都是为生活奔波，哪有什么所谓
的看不起。相反的，我很有些惺惺相
惜，很少遇到这么坦诚、真实的人。
心怀一丝善意尚且如此，那平时的言
行又经常会引起什么样的误会呐？念
及于此，不禁汗颜。

规范化服务，是对柜员的综合要
求，要求对客户有沟通的能力，有开
展营销的技巧，有基本技能，有先客
户之忧而忧的体察心。金乡联社开展
规范化服务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我
不得不承认自己口头表达有些笨拙，
规范化服务，路漫漫其修远兮！

(李孟鲁)

为确保“三秋”生产顺利进
行,金乡联社及早动手,确保人员
组织到位、基层调研到位、资金
筹集到位、综合服务到位，截至
目前 ,累计发放“三秋”生产资金
贷款4000余万元 ,有效满足了农
民购买化肥、种子、农机具等资
金需求。

人员组织到位。该联社在业
务工作会议上专题部署支持“三
秋”生产事宜，并进行思想发动，
把全力做好支持“三秋”生产做
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成立了以理

事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三秋生产支持的组织领导。认
真执行联社领导包片、部门总经
理包社制度，做好对所包社的工
作指导。辖内基层单位均结合实
际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措施。

基层调研到位。为有针对性
的开展工作，该联社组织辖内客
户经理分16个调研小组进行了
调研。在助农服务员配合下，调
研人员深入村头巷尾、田间地
头，对农户“三秋”生产期间农机
具、种子、化肥等需求情况进行

全面摸底调查，广泛征求农户意
见和建议，为做好支农贷款投放
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和决策依据。

资金筹集到位。为保证信
贷资金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
全县农村信用社以提高门市服
务质量，拓宽揽储渠道，主动
上门营销等方式，不断加大资
金组织力度，积极为“三秋”
生产筹集资金，为秋季生产提
供了资金保障。目前，金乡联
社各项存款余额51 . 76亿元，较
年初增长3 . 45亿元，确保了三秋

生产资金的充足。
综合服务到位。辖内营业

网点结合实际，适度延长服务
时间，提供延时服务，确保不
误农时。发放“三秋”生产贷
款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的原则，简化流程，在一
定范围内给予利率优惠，开辟
“绿色通道”。全面开展跟踪
服务，密切关注“三秋”资金
的使用情况，杜绝资金挪作他
用，确保信贷资金真正用在三
秋生产“刀刃上”。 (王传旭)

金金乡乡联联社社：：四四个个到到位位，，备备战战三三秋秋

2013年8月底，一年青男子
进入太平路分理处营业大厅，
当班大堂经理秦贤贤迎上前，
询问并引导客户填单。客户随
口答了一句“往北京汇款”，
引起了大堂经理的警觉，客户
提 供 的 账 号 明 明 是 以

“62170033”打头，可以确定非
北京账户。网点人员告知客户
账号与客户说明的汇入地不符
并询问情况。原来是客户急用
钱，因无固定收入，在邹城各
银行申请均未获批准，无耐之
下在互联网上查到北京一家贷

款公司，该公司要求汇入该个
人账户3000元钱，随后将客户的
贷款汇入客户账户。“如果你
汇出3000元后，贷款公司不将贷
款汇给你，你有办法要回你的
3000元吗”。“贷款公司将款汇
入你账户，到期你不还贷款，

他们有什么办法要回贷款”？
几个问题问出后，客户立

马觉察自己是上当了，而且是
差一点就受骗了。憎恨骗子的
同时，客户庆幸资金没有损
失，更为建行服务细致周到表
示感谢。 (秦贤贤)

邹邹城城建建行行：：成成功功堵堵截截客客户户资资金金诈诈骗骗案案

金金乡乡客客户户喜喜获获33000000元元智智能能手手机机

领取现场。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双节
假期在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十足休
息时间的同时，也为不少商家与银
行带来了促销的机会。大多银行纷
纷抓住此次双节假期，推出了刷卡
送好礼、刷卡抽奖、积分送好礼、刷
卡打折等优惠活动。为此，记者进行
了详细调查，专门为市民搜罗到一
些银行推出的刷卡优惠活动，以便
市民假期刷卡获得更多实惠。

工商银行

2013年8月25日至10月20日，凡
济宁工行牡丹信用卡(贷记卡、准
贷记卡)客户在全聚德烤鸭店、丰
泽园大酒店，单张信用卡累计餐金
刷卡消费满500元、1000元、3000

元，凭POS签购单(小票)可兑换不
同精美礼品。

201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凡
济宁工行牡丹信用卡客户在维拉影
楼单张信用卡累计刷卡消费满588

元、1588元，凭POS签购单(小票)

可兑换不同精美礼品，活动期间拍
摄指定套系享8折优惠。

2013年9月16日至19日，凡济宁
工行牡丹信用卡客户在中央百货单
张信用卡刷卡消费满100元即可获
赠精美礼品。

建设银行

2013年9月6日至10月14日，持
建行信用卡至苏宁电器购买单件商
品单笔消费满1500元(含)，可办理

分期业务，享6、12期零手续费优
惠。

凡使用建行信用卡(商务卡、
大学生卡除外)，分期付款购买三
星专卖店产品满500元，享6期(6个
月)“0”利息“0”手续费，12期
(12个月)“0”利息2 . 5%超低手续
费，并可享受专卖店特价机型。

鲁通龙卡汽车卡MTC和ETC

电子缴费、联网高速公路通行享
9 . 5折优惠、1%加油优惠、每周优
惠洗车、免费道路救援、充值赠送
OBC(数量有限)。

邮储银行

2013年9月19日至21日、10月1

日至7日，邮储银行借记卡、信用

卡持卡人在济宁银座所有门店单笔
刷卡消费300元以上(含300元)即可
参与抽奖，100%中奖；2013年9月9

日至11月11日，在银座网购物，使
用邮储银行借记卡或信用卡网银支
付单笔200元以上(含200元)即可参
与抽奖，100%中奖。

2013年9月9日至11月11日，银
座网开设“邮储银行专属特惠”专
区，邮储银行借记卡、信用卡持卡
人通过邮储银行个人网银购买特惠
专区商品即享专属优惠价。

交通银行

每周五，使用交通银行太平洋
沃德卡、交银卡完成一笔刷卡消费
交易(扣除购房、购车、公益、批

发类等大额交易 )，单笔消费在
2000元以上，即可获得1次抽奖机
会，赢取价值2650元的苹果IPAD
MINI(16G)。

每周五，凡使用交通银行太平
洋借记卡在餐饮、百货、娱乐类活
动商户处刷卡，单笔消费满人民币
500元交易单据上出现中奖信息的
客户，即可获得交通银行提供的价
值50元的中国移动充值卡奖励。

招商银行

持招商银行一卡通、信用卡、
快乐伙伴卡在德克士消费，可享受
8折优惠；持招商银行一卡通、信
用卡在济宁影城购买电影票，可享
受5折优惠。


	H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