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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临近，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为确保各项业务安全运营，多措并
举，加强治安防控，保客户平安。

强化网点安保措施，加大基
层案防力度。该行组织全辖各支
行进行安保措施检查工作，进一
步落实保安人员、重要岗位的电
警 棍 、狼 牙 棒 等 安 保 器 械 的 配
置，加强安保巡视密度，提高警
惕 ，注 意 观 察识辨 故 意 遮 挡 面
部、遗留箱包、拥挤或尾随客户
等行动诡异的人员；加强“站门

口”和“对眼”巡视，在气势上威
慑 可 疑 分 子 。切实加 大 基 层 网
点、自助银行区域的安全管控，
严格落实营业网点一日安全工作
要求以及自助设备人工巡查、录
像回放、联网远程监控、可疑交
易排查等制度，健全应急处置机
制，确保营业网点和自助渠道的
运营安全。

强化远程监控巡防工作，密
切警银合作。该行严格执行监控
中心制度规程，落实双人值班要
求，值班员重点关注营业场所、
自助区域、办公楼出入口情况，
发现异常及时启动预案处置并迅
速 上 报 。同时健 全 联 动 处 置 机
制，认真做好“110”测试工作，保

持报警系统运行畅通、双向报警
正常，确保遇有紧急情况，能够
第一时间得到公安部门的支援，
将损失降到最低。

开展员工教育和应急预案演
练工作，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该行将常发性治安事件的特征、作
案手法、防范策略传导至员工，增
强员工和保安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尤其对当前的暴力袭击的应对方
法进行学习和演练。多次组织员工
认真学习总行下发的《营业网点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模板》，明确分工，
各司其职，确保如遇突发事件能及
时有效处置，最大限度的保护客户
及自身的安全。

（肖群 王迪）

自今年6月以来,中国光
大银行在业内首家推出的

“房屋交易资金网上托管业
务”实现交易笔数与交易金
额快速双升。截至11月中旬,

已为2000余名二手房交易
客户完成购房款托管超过
1000笔 ,累计托管金额突破
10亿元。

“房屋交易资金网上托
管业务”的独特优势在于客
户在中介门店即可完成托
管协议的签署与汇款 ,待交
易成功后再到银行进行支
取 ,免去客户多次往返于银
行与中介的奔波。光大银行
此举将服务对象扩展至国
内所有银行持卡人 ,打破了
原有只能服务于本行客户
的金融壁垒 ,将优质的服务

普惠于广大民众。同时,二手
房交易资金存放于个人托
管账户中 ,独立于中介的固
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
产 ,其所有权属于交易当事
人 ,不受司法部门冻结和扣
划的影响 ,且目前免除资金
托管费用 ,一经问世便得到
了房屋交易双方及房屋中
介公司的好评与认可。

光大银行淄博分行顺
应总行要求及电子银行发
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于2014

年下半年在淄博当地同业
内首家推出“房屋交易资金
网上托管”创新模式,借助光
大银行便捷的网上银行渠
道,通过全流程在线管控、专
用POS机具刷卡、交易资金
银行托管、保证金账户线下

落地等模式 ,实现买卖双方
资金100%安全。日前，淄博
分行已成功办理首笔房屋
交易资金托管业务。

买房置地在老百姓眼
里自古以来就是头等大事 ,

为广大民众创造安心、放
心、省心的购房环境,让更多
客户体会到领先的电子银
行服务及良好的产品体验 ,

正是光大银行适时推出“房
屋交易资金网上托管业务”
的服务宗旨。“未来 ,中国光
大银行将会凭借不断的金
融创新 ,服务于居民家庭住
房消费的各个环节 ,为广大
百姓的房屋交易资金保驾
护航”。中国光大银行电子
银行部杨兵兵总经理如是
说。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房房屋屋交交易易资资金金
网网上上托托管管累累计计金金额额突突破破1100亿亿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加加强强治治安安防防控控保保客客户户平平安安

近期，工商银行淄川支行以开
展“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活
动”为契机，大力营造学习网络知
识、科学防范金融诈骗的浓厚氛
围。各部门、网点集中学习“金融行
业网络安全知识手册”，同时科技
专业对网络钓鱼、木马病毒、社交
陷阱、伪基站等进行专题培训讲
解，在提高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
增强员工的感性认识，使员工宣传
起来能够给客户系统讲述常见安

全风险点的成因，危害和后果，有
效提高整体宣传水平。

该行通过组织员工学习“安全
攻略”，结合“经典案例”进行深层
的启发学习，使广大员工充分认识
到网络金融安全来自于对业务的
熟知，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来自于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来自
于反复的实践，广大员工从自身做
起，以理论指导实践，深入探究事
物的本质，升华学习成果，将防范

金融诈骗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提
高防范案件水平。

为形成金融网络安全知识宣
传长效机制，该行还完善宣传制
度，要求各部门网点持续开展宣传
活动。不仅要开展常规宣传，从常
见安全风险、经典案例、安全工具、
安全攻略、发现被骗的处理办法、
金融IC卡知识等六大方面讲解宣
传金融网络安全知识，还要结合实
际工作和网络发展情况，以全新的
视野和独特视角将网络金融风险
防范知识传递给广大客户，夯实群
众基础，进一步树立工行良好的社
会形象。

(滕维全)

工行淄川支行

认认真真做做好好网网络络安安全全工工作作

12月18日，第十二届中国企业
竞争力年会在京举行，“2014年卓越
竞争力金融机构评选”结果揭晓。基
于近年来以寿险业务为核心、坚持
战略转型的显著成就，新华保险荣
获“2014卓越竞争力本土保险公司”
大奖，公司董事长兼CEO康典先生
独家荣获“2014金融风云人物”奖
项。

主办方表示，新华保险在2014

年逐渐完善十大体系、六大平台、三
大能力的建设布局，连续多年的转
型成果开始集中呈现。公司前三季
度原保险保费收入约862亿元，同比
上升19 . 3%；前三季度净利润63 . 26

亿元,同比增长60 . 1%，业绩、净利润
等增幅超出市场预期，而且业务结
果更加合理，营销渠道传统险和健
康险占比大幅提高，价值转型效果
显著。同时，公司抓住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机遇主动作为，全面提升从销
售到理赔的全过程服务。E保通有

效带动营销人员作业方式变革，“掌
上新华”提供在线保单自助服务，
3G理赔、自动理赔等技术使新华保
险理赔时效走在业界前列。未来，在
保险新“国十条”的重要机遇之下，
已完成“寿险+健康+养老”全产业
链布局的新华保险势必迎来新的发
展契机。

新华保险董事长兼CEO康典先
生独家荣获“2014金融风云人物”
奖。主办方认为，他“临危受命，四年
来带领公司实现‘A+H’同步上市，
大力推动价值转型，跻身行业前三
甲。应对大数据及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挑战，作为公司的掌门人将公司
数字化战略的诸多项目不断推进，
为新华保险打造面对未来的全新能
力体系，使得新华在面对提升客户
体验、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方面
挑战时，更具应变能力！求变创新，
做一个迎接金融浪潮跌宕起伏的启
航人”。

新华保险斩获“2014卓越竞争力本土保险公司”大奖

康典董事长独家荣获“2014金融风云人物”奖

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重金推
广的驾车宝典APP近日迎来了第
10万名注册新用户，平安产险特颁
发2999元梦想基金，老客户许先生
幸运中奖，12月22日上午为徐先生
举行颁奖仪式。

汽车正以大众化消费品的姿
态进入百姓生活，而驾车服务类软
件这一块却还没有真正被开发出
来。驾车宝典的出现，正是基于这
方面的考虑。2014年推出的驾车宝

典APP实现了手机后台推送交管
违章信息的功能，在省内尚属首
家；此外还有一键预约省内7地市
的年审预约代办服务；增值扩展服
务方面，驾车宝典整合了诸如酒后
代驾、爱车养护美容小知识推送等
功能，基本上囊括了车主所需要的
方方面面。要想从市场上脱颖而
出，真正被车主接受，除了硬件方
面的功能性优势外，最重要的便是
真正的立足于客户群体，以最全面

体贴的服务赢取客户良好的口碑，
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业内白热化的
服务竞赛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今天终于迎来了驾车宝典的
第10万位注册用户，据悉，正是通
过举办此类的客服活动，加强与客
户的交流互动，倾听客户的意见和
建议，不断的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为社会造福祉，为民众保平安让广
大客户感受平安的客户服务文化，
积淀与构建合作共赢的桥梁！

驾驾车车宝宝典典产产生生第第十十万万个个用用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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