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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想参与植树活动有点难

植植树树点点离离中中心心城城区区越越来来越越远远

互动

四条渠道维权
你投诉我跑腿

相约本周四

一起去植树

夏津农信社附近有一所中学，
由于是寄宿制的，所以经常有老师
带着学生上交的生活费、资料费等
费用的现金来存款。来的次数多了，
工作人员也和老师们熟悉了。老师
经常收到学生交得假币，每次出现
这样的情况就需要这些老师自己来
补，这真成了老师们最头疼的事了。

夏津农信社主任了解到这一情
况，结合反假币宣传活动，主动和学
校领导进行了沟通，让农信社的一
位员工给老师们仔细讲解了真假币
的区别，没想到还真有一位老师辨

别出了一张假币。
“快给我看看学生给我的这张

100元钱，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着
像假的。但学生不信，这不我带着他
来咱信用社鉴别一下这张钱。”

工作人员抬头一看，原来是镇
中学的张老师带着一名学生来交资
料费。

“张老师，不过还得给你提醒一
下，如果鉴别出这张钱是假的，那就
得给你没收了。”

“嗯，这事我知道，我也给这个
学生说明白了，他也同意了。”

工作人员微笑着接过钱，“张老师，
您说对了，这张虽然很新，但这是一
张假币。”

张老师一听也乐了，“我就看着
是假的嘛，你看，正如我刚才给你说
的，这是2005年版的，真钱正面右下
方的100元字体在倾斜角度会变色，
而这张怎么倾斜都是一个颜色；另
外右上方也看不到隐藏着的100元
数字……”张老师边拿出反假币宣
传册边给学生说道。

“张老师，您懂得可真多呢。”工
作人员笑着打趣道。

“这不多亏了上次那张假币和
咱信用社在我们学校的零容忍假币
宣传啊。”张老师慨叹道。

夏津联社以营业网点为主阵
地，同时选择了社区、市场、学校、工
厂、机关等宣传地点，组织开展了

“爱护人民币，人人有责”的反假货
币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到反假币活动中。由于张老师
所在的学校也属于现金比较集中的
区域，曾经收到过假币，他们学校就
成了夏津农信社重点宣传的重要阵
地之一。

张老师上次来交学生的生活费
时，工作人员也曾发现其中有一张
假币。要按规定没收，但张老师却不
乐意，他认为这是他代收学生的生
活费，他要拿这张假币去找学生换
真币。借着联社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的机会，工作人员耐心的向张老师
介绍了假币的危害，并说明每一个
人都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假
币。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再
次给张老师详细介绍了假币的特征
和真假币的有效识别方法。还赠送给
他零容忍假币宣传手册和反假币知
识图册，叮嘱张老师认真看看，收钱
时好好对比一下。“现在不只是100元
的我能看出是真是假，其他面额的我
也能辨个八九不离十，上次那100元
不白被没收！咱信用社不光给我们
存款，还帮我们提升识别真假钱的能
力，我今后也会给我的学生讲讲真假
币的知识，咱信用社在我们学校进行
的零容忍假币宣传真好！” (杨焱)

爱护人民币，人人有责

春节期间临邑联社紧抓黄金时
段，抢战县域金融市场，通过“巧”、

“准”、“优”、“助”四字方针，完善存
款组织长效机制。2月10日至24日，
15天内存款增长2个亿，较年初增长
3 . 4亿元，存款市场占有率居全县金
融机构首列。

“巧”字结合树品牌。一是巧借
全市农村信用社存贷款总额超千亿
元集中宣传活动，紧抓两节期间外
出打工人员返乡、农副产品资金变
现、商户资金回笼时机，深入集贸市
场、公交车站、乡村宣传各类金融产
品及利率优惠政策，采取上门服务、
跟踪服务等方式，抢战农村市场，全
面做好资金组织工作。二是巧借手

机银行约“惠”新春营销及缤纷“悦
购”活动，通过电子显示屏、手机短
信、电话彩铃、微信平台、向社区居
民、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企事
业单位进行宣传，拓展电子银行客
户，提升电子产品动户率，以“营销
客户”带动存款增长。三是巧借“进
门有礼、刷卡有礼、集赞有礼”三送
活动，印制带有农信标识和存款利
率宣传年画、春联等小礼品，赠送前
来办理业务的客户，促使农信社存
款利率上浮政策广而告之。四是巧
借新春大拜年之际，拍摄农信服务
宣传片、通过电视大拜年、车载广
告、微信平台、LED循环播放等宣传
方式，提升品牌形象。

“准”字推广促增长。一是制定
农民自助设备推广方案，组织业务
骨干对辖内乡镇社区合并情况进行
摸底考察，结合社区承载量、消费水
平、距离网点距离等实际情况，选准
农民自助设备布设地址，对业务潜
力大的社区增设新的服务点。二是
制定ATM、POS机具推广实施方
案，结合城区金融网点平面图，对使
用商住小区，大型商场、安置区、工
业区进行摸底调查，摸准情况积极
布设、推广，推出业务量分层计酬体
系，调动管理员的积极性，存款市场
占有率稳步提升。三是选准农家店、
农资超市及大型购物超市，联合开
展刷卡消费赠送礼品等活动，引导
客户持卡消费，沉淀客户银行卡资
金，形成资金组织合力。春节前夕，

已成功拓展农民自助终端20余台，
POS机30余台。

“优”字服务创效益。一是不断加
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29家营业网点
统一配备了空调、饮水机、老花镜、雨
伞、点钞机等便民服务设施，设置报
刊架，摆放绿色植物，播放舒缓轻音
乐，为客户营造舒适温馨的业务环
境。二是针对农民工返乡，节日期间
客户流量大、柜面业务繁忙现象，通
过增设服务柜台、延长营业时间等措
施，畅通支付结算渠道，不断提升综
合服务水平。三是开展“微笑服务”笑
脸评选活动，进一步改善服务质量，
引导员工用优质服务“维系老客户，
拓展新客户”，从提高服务效率入手，
减少客户等待时间，有效提升了客户
满意度，增强了柜台吸储能力。

“助”字当头聚合力。一是班子
成员包片，部室经理包社，帮助营业
网点跑科局、攻大户，定期督导帮扶
业务开展。并建立包社台帐，实行

“按旬统计进度，按月通报排名”，有
效增强了网点揽存的紧迫感和主动
性。二是开展“迎新春、比贡献”全员
揽存活动。对考核成绩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通过提高绩效工资待遇、增
加拓展费用等激励措施，加大奖励力
度，让“高付出”的人得到“高回报”，
彻底打破存款工作“大锅饭”格局，有
效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形成了

“人人肩上有压力、人人肩上有动力”
的生动局面。三是压缩机关费用，增
加基层网点业务拓展费用，通过将
费用向一线倾斜，增强员工工作积
极性，凝聚了业务发展合力。(王丽)

临邑联社四字方针 15天内存款增长2个亿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孙婷婷)

包裹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保险遇阻、
食品掺假、物业乱收费……日常生活
中，作为消费者的您是否也遇到过闹
心的消费纠纷。今日起，本报3·15消费
维权热线正式开通，热线、微信、微博
和网站四条投诉渠道，你投诉，我们
跑腿，在3·15到来之前，集中发力帮您
维权。

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前后，
本报总会接到众多反映消费问题的
投诉电话，比如购买商品时有质量、
保修等承诺，但商品一旦出现问题，
商家立马矢口否认，不少消费者选择
忍气吞声。对于所有接到的消费投
诉，我们耐心记录并向有关部门及时
反映，为消费者争取自己的消费权
益，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2015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携手
共治 畅享消费”，主要针对银行服
务、快递服务、电信服务、网络购物等
重点领域，查找服务短板，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无忧消
费，消费维权网静静撒开。每个人都
是消费者，您在近期的消费者是否也
遭遇了烦心事、闹心事？从今日起，本
报3·15维权热线正式开通，如果您在
餐饮、休闲、商贸、食品、汽车、家电、
房产、医疗等消费领域遇到不公平待
遇，欢迎投诉，我们将在全力保护您
隐私权的同时，一如既往认真对待接
到的每一条投诉，第一时间安排记者
进行采访，并向相关部门反馈，一起
帮您维权。

四种联系方式分别为，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2600000、齐鲁晚报今日德州
官方微信留言、新浪微博@齐鲁晚报
今日德州或发送私信、登陆齐鲁晚报
德州网(http：//dezhou.qlwb.com.cn)爆
料。针对以往的投诉情况，本报特别
提醒要投诉的消费者，务必携带好相
关购物票据及消费凭证，以免给维权
造成不便。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孙
婷婷 徐良 ) 3月12日是植
树节，很多市民都愿意在这
气温回暖的时刻，和家人一
起植树。3月9日，记者从相关
部门了解到，中心城区绿化
率日渐提高，植树点减少，中
心城区大规模植树活动已经
不多见，目前，连郊区都难寻
植树地点。

近期，不少市民拨打本
报热线2600000咨询是否还
有植树活动。“如果没有集体

植树活动，就只能带孩子回
农村老家体验了。”市民赵女
士介绍，平时周末围着岔河
河堤骑车转的时候，发现大
部分土地已经种植了树苗，
一直在关注今年植树节的时
间和地点。

和赵女士一样，很多市
民都有在3月12日前后植树
的想法。“以前在减河、岔河
等河岸上有植树空地，中心
城区绿化率日渐提高，目前
很难再找出一片大范围供市

民植树的空地。”共青团德州
市委工作人员介绍。

德州市林业局负责人
称，自去年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以来，植树活动都走进了
县级单位，中心城区大规模
植树活动已不多见，市民若
想参与其中，可与各县市区
林业局联系。中心城区绿化
率日渐提高，想寻得一个植
树点几乎不可能，即使有林
木死亡和破坏的情况，小规
模补种即可。

此外，记者了解到，由林
业部门组织的植树活动都分
布在郊区。3月11日德城区林
业局将在幸福大道西侧、谭
家铺村北开展植树活动。工
作人员表示，随着绿化率提
高，植树点离中心城区越来
越远，即使在郊区也很难寻
见。为保障种植成活率，节约
成本，植树活动不宜大规模
开展，市民可在自己家中种
植花草，以保护公共绿化的
方式参与植绿。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贺莹莹
孙婷婷) 春天来临，一年一度

的植树节也随着春天的脚步走
来，您是否也想感受春天、亲手种
下一棵树？本报联合德州市公用
事业管理局组织植树活动，邀您
一起为城市植绿，如果您有意愿，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2600000报
名吧！

本报曾多次组织过植树节活
动，受到市民的热捧。2013年，本报
曾发起“为城市再添一片绿”植树
活动，受到不少家庭和团体的报
名。2014年，本报推出“创城植绿”
活动，活动当天，600余名热心环保
热爱自然的市民在岔河边挥锹栽
种杨柳。即日起，本报联合德州市
公用事业管理局组织植树活动，旨
在号召市民亲自去栽树，通过种植
绿树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据了解，此次植树活动除了
公用事业管理局内部系统供热、
供水、供气部分员工参与外，还召
集部分热爱环保的市民参与。此
次植树活动于12日(本周四)14时
在董子文化街齐鲁晚报门前集合
统一出发，植树现场位于德州市
第四净水厂。本次活动树苗、铁
锹、水桶等由德州市公用事业管
理局负责提供，有植树意向的市
民请拨打本报热线2600000报名，
也可以在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官方
微信留言、新浪微博@齐鲁晚报
今日德州或发送私信、或者登陆
齐 鲁 晚 报 德 州 网 ( h t t p ：/ /
dezhou.qlwb.com.cn)报名。

为助力森林城市创建，3月7日上午，由共青团德州市委组织开展的全
市青年文明号单位“青春绿色行动--助力森林城市创建”主题活动在陵城
区举行，千余名志愿者在路旁绿化带中种下5000余棵树苗。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范宜超 赵娜 摄影报道

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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