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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当天

全全市市4433家家保保险险公公司司上上街街与与市市民民面面对对面面
本报聊城7月9日讯(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张福存
王建群) “我们守护你的人生，
真爱你的幸福，这是保险行业
的 承 诺 。保 险 让 生 活 更 美
好……”7月8日，水城柳园路上
响起沁人心脾的歌声，市民咨
询得知这是中国保监会新推出
歌曲《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7月8日，是中国保监会确
定的“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为
更好地宣传保险行业，向社会公
众展现保险业勇担社会责任的
精神风貌，聊城市保险行业协会
组织全市保险业43家市级保险
公司、7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
构和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278个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开展宣传活动。

围绕“一键保险，呵护无限”
活动主题，7月2日-8日，各会员公
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和各县(市
区)分支机构结合自身实际，组织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活动形式丰富，宣传元素新
颖。突出主题文化元素，国宝熊
猫卡通形象、“保险让生活更美
好”保险人之歌及手语舞、《保
险是什么》主题宣传片、新国十
条也作为一项重要宣传元素。
参与宣传人员身着全省统一印
制的宣传资料和文化衫，格外
抢眼。

7月8日当天，聊城市主城

区、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
办事处)的保险分支机构、保险
专业中介机构联动，在各自的
办公区域和营业网点设置咨询
台、悬挂宣传条幅、设置展板、
张贴宣传海报、有条件的公司
通过LED屏反复播放宣传片，
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本次“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宣传活动，全市保险业43家市级
保险公司、7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
机构和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
办事处)278个分支机构和营业网
点参与宣传，参加活动人数1200
多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0
多份，接受咨询2000多人次，传递
了保险业发展的正能量。

进入5月份以来，新农
保资金收缴全面拉开，农
行茌平县支行立足方便农
民朋友，组织专人深入乡
村，全力协助当地政府部
门做好资金收缴。截至6月
20日，共收缴新农保资金
6500万元，圆满完成了全
县新农保资金收缴工作。

为提升服务水平，该
行将此作为当前一项重
点工作来抓，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并
成立由行长任组长、分管
行长任副组长、公司业务
部为牵头部门的领导小
组。行长、分管行长多次
拜访政府主要领导以及
社保、财政等政府职能部

门，积极推荐农行的网络
优势、人员优势等。同时，
指定专人逐一与各乡镇、
村委会商谈资金归集具
体事宜，并且明确分工、
落实责任，划片分组、走
村入户做好农民的疑难
问题解答工作。

为提高服务效率，该
行在每个营业网点都开
通绿色通道，对于缴存新
农保资金业务的客户，由
大堂经理直接引导到专
门窗口，仅仅用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县
1 4 个 乡 镇 新 农 保 资 金
6500万元的收缴，受到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刘涉 于运祥 李睿)

农行茌平县支行

积极做好新农保资金收缴工作

6月21日，在端午节、父
亲节双节到来之际，农行冠
县支行举办“浓情惠端午，感
恩父亲节”贵宾客户答谢会
活动。活动中，该行员工向各
位贵宾客户介绍了大额存
单、鲁通信用卡、双利丰个人
通知存款、资金归集、贵金属
等热门产品，并为前来参加

活动的客户准备了父亲节小礼物，让客户深深感受到农行温
暖与贴心的服务，受到客户一致好评！

王燕晴 李睿

农行临清市支行
开展“远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近日，农行临清市支行开
展了“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
法集资”宣传活动。活动期间，
该行组织优秀员工，在运河文
化广场布设宣传台，向广大城
乡居民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发
放非法集资宣传资料，耐心解
释非法集资的特征、形式、如
何识别和防范等金融知识。各

营业网点也同步开展宣传活动，为客户提供宣传资料，在LED

上滚动播放反对非法集资宣传口号，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氛围，
取得良好效果。 赵瑞安 李睿

农行临清市支行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习

6月15日，农行临清
市支行聘请消防教官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消
防教官结合生动形象的
案例，从火灾危害、预防、
消防逃生技能等几个方
面传授消防安全知识，组
织消防逃生演习，有效增

强了该行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突发安全事件
的能力。 赵瑞安 李睿

农行聊城分行营业部举办大型读书节宣传活动

农行冠县支行成功举办“浓情惠端午，感恩父亲节”

贵宾客户答谢会活动

近日，农行聊城分行营业部与
齐鲁晚报携手举办大型读书节宣传
活动。该行以此为契机，积极向参加
活动的社会公众发放产品折页，宣
传营销各项便民产品，同时开展防
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宣讲，吸
引了大批客户前来咨询，取得良好
效果。 凌瑞娟 吴吉明 李睿

本报聊城7月9日讯(记者
王瑞超) 9日，聊城农商银行与
盖氏邦晔物流有限公司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暨银企合作推
介会在聊城盖氏邦晔物流园区
举行，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张翀，聊城农商银
行副行长宋君，盖氏邦晔物流
有限公司董事长盖守岭、总经
理桑昌营等领导出席仪式。

盖氏邦晔物流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仓储、运输、加工于一体
的现代化、生态化、信息化大型
综合物流园区，是聊城物流园区
入驻的首个大型物流企业。经过
几年快速发展，公司规模壮大、
入驻商户增多，初具大型综合性
物流平台规模，已然成为我市现
代物流行业领军企业。

聊城农商银行定位于“面向
三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业、
面向县区经济”，在打造专业队
伍、提升服务层次上独树一帜，
具有较高服务水平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备受企业和政府信赖，
是名副其实的高品质银行。

此次战略合作签约是优质
资源的深度整合，银企强强联
合势必在推动聊城经济发展方
面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伴随与
盖氏邦晔的深化合作，聊城农
行银行服务层次将再上新台
阶。在服务方式上，根据客户需
求，量身订做信贷产品和服务，
优先保证盖氏物流企业贷款资
金需求规模的同时缩短办理时
限；在产品创新上，围绕物流园
区中小微企业提供“商铺贷”

“房抵贷”“生意贷”“快速贷”
“农机贷”等信贷产品，适时增
加车抵贷、购车贷等新型品种，
共同开发物流园区结算平台等
新型业务；加强与盖氏园区的
信息交流与沟通，拓宽服务领
域，全面实现互利共赢。

张翀指出，双方重点推出
的“仓单质押”和“控货融资”是
聊城物流金融业务上的大胆创
新，是响应国务院提出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一次具
体实践，对促进我市物流金融
业务的跨越发展意义重大。

填补物流金融空白

开启银企合作新篇
聊城农商银行与盖氏邦晔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盖氏邦晔与聊城农商银行战略签约仪式现场。 记者 王瑞超 摄

7月8日，中国人寿聊城分公司市县两级公
司均在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国保险公众
宣传日”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
讯员 王栋 刘成成 摄影报道

7月8日，人保财险聊城分公司举行保险公
众宣传日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薛利明 摄影报道

7月8日，平安人寿聊城中心支公司通过多
种形式举行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魏宁 摄影报道

7月8日，泰康人寿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人流
量集中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保险公众宣传日
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裴红星

吴庆臣 摄影报道

7月8日，阳光保险集团聊城中心支公司寿
险与产险联合举行保险公众宣传活动。 本
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孙善言 贾元辉

摄影报道

7月8日，太平保险聊城中支举行保险公众
宣传日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杨华光 摄影报道

7月8日，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中心支公司举行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田蕊 摄影报道

◇险企风采◇


	L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