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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19日讯(记者
谢晓丽 实习生 杨阳)

为进一步满足读者的需求，为
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理财服
务，由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倾
力打造的理财公众账号“聊城
财经”正式开通啦！该微信公
众号将立足聊城，及时发布最
新最及时的银行金融理财信
息，为您提供便捷的理财服务
与金融知识。

伴随着移动通讯技术在
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为满足消

费者随时随地了解信息的需
求，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特打
造了一款理财微信号——— 聊
城财经，致力于搭建消费者与
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交
流，打造个人财富管理的创新
平台。该微信公众号集信息发
布、在线互动等为一体，将及
时发布银行、保险等多方面全
方位的金融信息，推送年化收
益率高的各家银行最新理财
产品，为您投资理财提供重要
的参考依据。

在这里，您将第一时间获
取金融财经新闻，您也不用担
心没有合适的理财产品，“聊
城财经”将帮助理财者科学理
财、正确投资。通过该平台，您
还可以体验到多样化、多渠道
的理财产品、理财咨询、理财
通道和理财讲座等。“聊城财
经”将致力为消费者打造一个
真实、有用的理财平台。凡是
渴望学习理财与技能、了解金
融知识的市民均可关注“聊城
财经”微信公众号。

““聊聊城城财财经经””微微信信公公众众号号正正式式开开通通
及时发布银行金融理财信息，多方位为读者提供理财服务

产品介绍：账户贵金
属交易业务是农业银行
面向个人客户推出的一
款账户类交易产品。客户
可以按照我行提供的账
户贵金属买卖价格，通过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进行
即时买卖或委托交易，以
赚取投资收益。

业务特点
1 .交易起点低：交易

起点低至1克。
2 .交易成本少：开户

免费，交易点差业内较低。
3 .交易时间长：24小

时不间断(周一上午8：00
至周六凌晨4：00)

4 .交易品种丰富：黄
金、白银都包含，人民币、
美元都可以。

5 .交易方式灵活：买
涨买跌都可以，价格涨跌
都赚钱。

6 .开户简单：可在我

行任意网点、网上银行或
掌上银行签约。

7 .交易方便：Pc、手机
均可交易。

(投资有风险，交易
须谨慎。详情请垂询您身
边网点。)

5月3日，临清市市民徐先生夫妇
特地将一面写着“诚信务实，品德高
尚；服务客户，值得信赖”的锦旗送到
农行临清市站前支行，连声称赞该行
员工品德高尚，感谢该行员工的拾金
不昧，帮他挽回了经济损失。

4月14日上午，该行大堂主任在巡
视厅堂时，发现在角落的座椅上有几
张散落的宣传折页，立即上前进行整
理，突然发现有一沓现金，便立即喊来
该行行长进行清点，清点确定为4000
元整。随即安排监控录像回放进行调
查，当时确定范围为三名客户。后经逐
个排查，最终确认是一徐姓客户，但该
客户的客户资料预留手机已停机，家
中座机为空号，只能根据身份证地址
去查找，但此地已拆迁。经多方打听找
到其儿子家，但因其儿子经常出车也
不在家。无奈之下，通过各种关系向该
市青年派出所、大辛庄派出所、大辛庄
办事处进行查询，并确认地址在大辛

庄办事处某村。经联系村支书得知详
细地址，该行委派客户经理于4月25日
上门将4000元现金送到客户手中。客
户非常感动，并称当时取完钱第二天
就出门了，回来后才发现钱不对头。正
在回忆细节时，恰巧该行把钱送来了。
客户激动的说：“谢谢农行，农行就是
值得信赖，还得是国家银行，有钱还得
存到站前农行，还得给所有的亲戚朋
友说，每天去广场玩时也得说有钱就
得存站前农行，让人放心。”

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金
奖银奖不如客户的夸奖。在“两学一
做”活动中，农行站前支行充分发挥
青年员工多，岗位能手多，服务标兵
多的优势，用实际行动擦亮了省级

“青年文明号”的牌子，立足“党员示
范岗”、“服务明星岗”，把打造“客户
满意银行”、“群众满意银行”作为服
务社会的首选，受到客户的高度赞
扬。 (赵瑞安)

农业银行账户贵金属
白天上班，晚上挣钱 足不出户，赚满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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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爱爱遇遇上上爱爱 55 .. 2200爱爱在在五五星星百百货货

5 . 20全民表白日，一
个用行动来表达爱的节
日，一个大声说出爱的日
子。来五星百货，用心去
挑选一件礼物去给您心
爱的她(他)一个惊喜吧！

“5·20”当爱遇上爱，
五星百货推出系列优惠
活动，帮您表达您的爱。

当天购买珠宝、服
装、鞋、箱包、床品满300，
减150/120/100(同档可累
计)，同时，推出会员专享
活动--会员购物2倍积分
(超市、手机、黄金除外)，
会员卡满4000分返40元

电子礼券，全场通用，绑
定微信会员卡，即可微信
积分查询。爱的礼物送给
亲爱的她(他)：黄金每克
优惠20-50元，进口表8 . 5
折起，国产表8折起；品牌
助力，一楼中厅特卖成就
品牌男人、演绎绅士风
采，花花公子、路嘉纳全
场低至1折，特惠款60元
起；此外还有银企联赠活
动，刷中行信用卡，满100
元以上赠精美礼品一份，
刷建行信用卡500元以上
赠五星百货30元贵宾卡，
1000元以上赠五星百货

50元贵宾卡。
五星百货始终坚持

以“品牌立店，品牌强店”
为指导，立足于高端精品
百货定位，全面提升品牌
档次，已成为聊城的名牌
聚集地、时尚风向标和广
大消费者购物休闲的首
选场所。

五星百货始终以最
优质的服务来回报水城
消费者，在这里可以充分
感觉购物、娱乐、餐饮一
站式体验消费。这个爱的
节日来五星百货挑选礼
物吧！

聊城市王先生因突发疾病身
故。一周之后，家属到聊城新华保
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2016年4月
13日，新华保险接到客户申请后当
日即派出理赔人员查勘，第二天便
向客户家属支付了15万元理赔金。

据悉，2014年2月2日，王先生
的妻子为其购买新华保险《祥和万
家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额6万元，
年缴保费4650元，保单的保险责任
规定若身故或身体全残时被保险
人处于18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之
后，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
红利保险金额二者之和的2 . 5倍给
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2016年
4月6日，王先生突发疾病身故。聊
城新华保险理赔人员了解案情后

迅速帮助被保险人家属整理理赔
所需材料。2016年4月13日，家属到
聊城新华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
公司于4月14日向王先生家属支付
身故保险金15万元。客户收到理赔
款后对新华保险的理赔速度表示
赞赏，同时感谢新华保险理赔人员
给予的关心。

新华保险秉承“以客户为中
心”的经营战略，推出保单一号通、
保单无障碍迁移、保全免单服务、
保全失单保障、全国通赔、理赔款
预付、全球化人身风险服务管理方
案、理赔星级标准管理模式等一系
列创新举措，全心全意为向客户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理赔服务。

(聊城 王传洪)

聊聊城城新新华华保保险险一一天天完完成成客客户户理理赔赔

银银行行人人士士支支招招防防范范金金融融诈诈骗骗
本报聊城5月19日讯(记者

谢晓丽) 2016年全国金融
科技宣传周期间，聊城多家金
融机构集中宣传银行卡用卡安
全与防范金融诈骗知识。记者
从宣传现场了解到， 防范金
融诈骗，首先要保管好自己的
账号、密码等，确保计算机系统
安全，选择安全等级高的工具
组合，同时，不要相信任何套取
银行卡信息的违法行为。

据介绍，金融诈骗包括电
信诈骗、电子银行诈骗、自助设
备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电信
诈骗是指不法分子通过电话、
短信和网络等方式，编造虚假
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
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
人给不法分子转账的违法行

为。电子银行诈骗是指不法分
子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
电话银行等电子渠道，骗取受
害人个人金融信息，并窃取受
害人资金的违法行为。自助设
备诈骗是指不法分子通过自助
设备渠道，骗取受害人个人金
融信息或银行卡，并窃取受害
人资金的违法行为。

防范金融诈骗要切记7大
条，不要相信任何套取账号、
USBkey和密码的行为；不要
轻易向他人透露证件号码、密
码等；网购时到正规、知名的
网上商户进行网上支付，交易
时确认地址栏里的网址是否
正确；从银行官方网站下载安
装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安全控
件和客户端的软件；开通短信

口令时，务必确认接受短信的
手机号码为本人手机号码；避
免在公共场所或他人计算机
上登录和使用网上银行，推出
网上银行或暂时离开电脑时，
一定要将USBKey拔出；操作
网银时建议不要浏览别的网
站，有些网站的恶意代码可能
会获取电脑上的信息。

如果发现被骗后，要立刻
修改支付密码和登录密码。同
时，查询交易明细是否有可疑
的交易。立刻致电银行申请临
时冻结账户或电话挂失。如果
发现账户资金被盗后，要立刻
致电银行申请临时冻结账户
或电话挂失；同时，第一时间
修改账户密码并转出余额资
金。

金融理事会会员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近日，聊城农

商银行举办“社区

银行农商宝宝集

结号”活动，通过

转发微信朋友圈，

吸引周边社区居

民前来参与，该活

动不仅提升了我

行知名度，同时也

新增了客户数量，

加强了客户的交

流。

聊城农商银行举办“社区银行农商宝宝集结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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