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开展疫情防控以来，
人行定陶支行组织员工逆行
而上，结合“3 . 15金融消费者
权益日”活动,尽职尽责做好
征信查询服务工作，加强对
客户的金融知识宣传 ,确保
客户查询征信报告有温度、
不断档，有效支持了企业复
工复产。

开展线上线下系列宣
传，告知征信查询操作流程。
支行制作征信查询美篇，将

互联网征信查询、现场查询
流程、须知、注意事项等通过
微信群、公众号及银行营业
网点LED屏及时持续发布，
并在各营业网点张贴告知
书、公告、倡议书，设立咨询
电话，方便客户选择线上或
线下征信查询服务。

推行分散查询工作机
制，防止查询人员交叉感染。
支行在服务大厅门口设立引
导员，提示查询征信人员必

须佩戴口罩，并逐人测量体
温、记录《疫情期间办理征信
查询人员信息登记表》、客户
身体表面消毒后方可进入营
业厅查询。推行“出一人进一
人”分散查询制，防止人员聚
集扎堆交叉感染。

加强职能部门沟通协
调，实行房企开盘错峰查
询。支行加强与定陶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服
务局的沟通协调，及时了解

掌握辖区26家复工房企楼
盘开盘情况，商请协调实行
房企开发商开盘错峰分批
查询，防止同时开盘客户集
中聚集查询而引发疫情风
险。

坚持营业场所每日消
毒，确保查询设备放心安全。
支行坚持每日对办公区域及
服务大厅进行全面消毒，对
征信查询人员接触较多的门
把手、征信自助查询机等设

施做到每人查询后随时重点
消毒，时刻保持清洁卫生，全
力为客户提供安全干净的查
询环境。

据统计，自抗击疫情以
来，人行定陶支行累计为辖
区新复工企业办理征信查询
19笔、为6家开盘房企办理个
人征信查询487笔，有力支持
了企业复工复产，得到了客
户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李成华 周美玲)

根据2020年菏泽市银行
业保险业“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方案的
通知要求，3月9日至3月15日，
德华安顾人寿菏泽中支切实
履行社会主体责任，发挥各类
线上渠道作用，结合疫情防控
工作，积极开展了“以金融消
费者为中心助力疫情防控”为
主题的“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教育宣传周活动。

该公司高度重视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严格按照监管
部门及总、分公司活动要求，
精心组织“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突出线
上教育宣传形式，重点以提升
机构服务意识，提高消费者风
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主
题，以教育引导宣传金融消费
者法定权利、宣导依法维权、
疫情防控期间的保险服务保

障措施及相关服务举措。
据悉，该公司将积极通过

安顾赢家APP、企业微信、微
信订阅号、微信服务号等多渠
道方式，开展保险热门知识、
服务举措、自助服务以及“以
案说险”风险提示等方面的教
育普及宣传，现已制作并转发

《“3·15”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
助力疫情防控》、《“疫”不容
辞，“3·15”德华安顾人寿在
您身边》、《“3·15”隔离病毒
不隔离关爱，德华安顾人寿
在行动》、《德华安顾人寿无
接触服务指南》、《作为保险
消 费 者 ，您 的 权 益 您 了 解
吗》等多条链接，引导消费者
提升风险防控意识、依法维权
意识，切实做好特殊时期的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
宣传周活动。

(通讯员 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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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定陶支行加强金融宣传助力企业复工

为切实做好“3·15”期间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进一步提高保险消费者自我
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传播行
业价值理念，树立公司良好
形象，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中华保险菏泽中支
近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针对今年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中华保险菏泽中支
将宣传活动迁移至线上进
行，通过中华财险菏泽中支
公众号，发表金融消费者法
定权利、普及疫情防控期间
的各项金融服务政策相关文
章，切实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和社会认知度。

公司还录制抖音宣传视
频，全力宣传本次“3 . 15”活
动主题，以及“好车险，中华

行”车险品牌服务项目，并通
过员工微信朋友圈、抖音等
互联网形式转发宣传。

同时加强“以案说险”风
险提示。在疫情防控期间，中
华保险菏泽中支通过员工微
信朋友圈，转发“银保监微课
堂”公众号，及“以案说险”相
关文章普及保险知识，改善保
险消费者对保险认识的误区。

中华保险菏泽中支认真
贯彻落实客户服务首问责任
制实和投诉值班制度，切实履
行客户服务人员岗位职责，明
确投诉受理、处理责任人，做
好各渠道转办以及自收的各
类投诉案件的处理、回复工
作，确保“件件有人接，事事有
人管，落实有回音”，及时有效
化解各类保险消费投诉纠纷。

(通讯员 贺晓楠)

为做好疫情期间“3·
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的宣
传工作，切实维护金融消费
者合法权益，日前，菏泽农
商银行宣传人员常在网点
排队等候区，为办理业务的
群众普及电信网络诈骗、防
范非法集资等金融小知识，
提醒客户在疫情期间选择
正规电子渠道办理资金业
务，通过正规网络平台购买
防疫用品，不轻信可疑人员
的来电、短信，不泄露个人
金融信息，保管好自己的

“钱袋子”。
疫情期间，为了避免人

口聚集，该行还将宣传标语
通过LED屏24小时不间断
滚动播放，同时还制作了海

报、短视频、美篇等电子宣
传内容，借助抖音、微信、易
企秀等大众熟悉、互动性强
的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播放，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潜移默
化增强群众防范意识，融入
百姓生活。

(通讯员 孙珊珊)

为推动中支消保教育
宣传工作，提高消费者对金
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
引导消费者依法、理性维
权，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根
据相关工作要求,富德生命
人寿菏泽中支紧密结合当
前疫情防控和监管实际及
分公司相关通知要求，在今
年3 . 15期间开展金融消费

者权活动。
富德生命人寿菏泽中

支于3月9日正式拉开了以
“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 助
力疫情防控”为主题的3 . 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周的序幕。并围绕此次活动
制作了统一的宣传横幅及
海报，在中支客服大厅及下
辖各支公司悬挂、张贴。

该公司今后将做好新
形势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通过开展一系列消
费者权益保护活动，树立公
司诚信、健康形象，同时通
过专业和优质的服务，增强
消费者对富德生命人寿的
认知度，将服务提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助力疫情防控。

(通讯员 李裙)

为提升金融消费者风
险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和风
险管理能力，构建和谐的金
融消费环境，工商银行菏泽
分行全面贯彻落实人民银
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
局、山东银行业协会及总行
的统一部署要求，在全辖区
内部署开展2020年“3·15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保护活
动，各支行积极响应，围绕

“疫情”主题和“线上”渠道
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

据悉，该行各支行网
点充分发挥营业网点主阵
地作用，利用网点电子屏、
厅堂海报机、电视播放宣

传口号和宣传用语，并精
心制作了H5，提醒广大消
费者谨防疫情期间贷款投
资类诈骗，并根据几种常
见 骗 局 制 作 了 防 骗“ 攻
略”，提高广大消费者的防
范意识。

(通讯员 黄静)

德华安顾人寿菏泽中支

普及金融知识共筑金融安全防线

中华保险菏泽中支

落实客户服务首问责任制
投诉件件有回应

菏泽农商银行

力促金融知识宣传融入百姓生活

工商银行菏泽分行

全面开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富德生命人寿菏泽中支

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 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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