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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同良同志受邀赴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作事迹报告
近日，齐鲁银行聊城分行邀请

当地农行“全国金融道德模范”步
同良同志在其年中工作会议上作

事迹报告。步同良同志用真挚的情
感和质朴的语言，介绍了自己的战
场经历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他的

报告发人深省、催人振奋，在该行
员工中产生强烈共鸣，树立了农行
人的良好社会形象。 (刘涉、李睿)

聊城农行召开2015年年中工作会议
7月27日，聊城农行召开2015年

年中工作会议，贯彻落实省行年中
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经营管
理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

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该行上半年取
得的成绩，对下步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会议强调，全行上下必须保持
清醒头脑，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务必将“发展是第一要务”摆在
首要位置，进一步推动全行业务经
营乘势而上，再创佳绩。

(李睿)

农行高唐县支行举办银企联谊晚会
近日，高唐支行与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山东荣达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烈焰温情、欢
乐共享”银企篝火联谊晚会。高唐
县分管农业和金融的副县长等政
府领导，聊城分行个人金融、公司
部相关人员，高唐县支行中层以上
干部，荣达公司中高层领导、优秀
员工、养殖户代表近400人参加了
晚会。

山东荣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路乃为与高唐支行行长为
晚会致辞。30多个丰富多彩的节目
赢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特别
是我行青年员工表演的服务礼仪
展示、点钞表演等节目，展示了我
行员工形象，获得了参会人员的高
度赞扬。这次联谊活动密切了银企
关系，为双方下一步加强合作、实
现加快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这次

晚会，提升了农行的社会形象，丰
富员工文化生活，为聊城分行“激
情仲夏 金彩生活”活动的开展开
辟了新渠道。

目前，双方就一卡通项目、代
发工资、电商平台、公司授信、产业
链(家庭农场)贷款、等达成了合作
共识，这次晚会将进一步促进双方
的合作。

(刘廷壮 丁锐 李睿)

聊城农行开展“小小银行家”亲子体验活动

近日，聊城农行财富中心协
同东昌府区支行举办激情仲夏

“小小银行家”亲子体验活动。活
动邀请晚报小记者及其父母参
加，通过观看动画、有奖问答、互
动游戏、角色扮演等方式向孩子
们讲解货币起源、理财小知识和
业务办理流程，并为表现优秀的
孩子颁发“小小银行家”证书及奖
励。通过此次丰富多彩、寓教于乐

的活动，有效提升了我行良好的
品牌形象。

(丁锐 刘廷壮 李睿)

农行莘县支行举办青年员工宣传报道培训班
近日，农行莘县支行举办了

为期一天的青年员工宣传报道
培训班。此次培训特地邀请了

《莘县时讯》的优秀编辑和记者，
为青年员工集中讲授了消息、通
讯等常用新闻体裁的写作方法
和技巧，旨在充分调动青年员工
写作热情，积极投身到农行宣传
工作中，为全行业务发展提供舆
论支持。 (孙晨光、李睿)

报报童童营营销销秀秀颁颁奖奖典典礼礼征征集集节节目目啦啦
舞蹈、朗诵、歌曲等均可，小选手们快来报名秀才艺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 第二
期报童营销秀活动结束后,本报
将举行大型颁奖典礼,初步定于
22日在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举
行。届时邀请今年参加第一期和
第二期活动的报童现场演出,并
颁发现金、奖品及证书。即日起
面向一期、二期小报童征集节
目,欢迎小选手们踊跃报名。

“杨子墨和林佳音合作诗朗
诵《唱给祖国的歌》。”“姚旭奥语
言表演《夸爸爸》。”“万浩然唱好
一朵雪莲花。”“胡艺霏报拉丁
舞，和同伴有14人。”……才只是
口头上征集节目，就有不少小选
手争相报名。小报童队伍中卧虎
藏龙,有的小选手卖报成绩很好,
想借典礼的舞台展示一下自己
另外一面的风采,有的小选手卖
报成绩一般,但是却多才多艺,希
望在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

“孩子平时内向,卖报勇敢
多了 ,现在报个节目锻炼一下

吧。”一位报童家长给孩子报名
参加节目,她说,孩子的才艺并不
是十分出色,但是愿意为小报童
们自己的典礼出一份力,哪怕选
不上,也要勇敢地试一试。

目前,报童典礼征集到的节
目有拉丁舞、朗诵、歌曲、小提琴
演奏等。有的报童不仅自己参加
节目,还拉来了“外援”,把平时和
自己一起上才艺辅导班的同学
和老师拉着“助阵”,和“亲友团”
一起表演节目。

报 童 节 目 自 选 ,服 装 、道
具、伴奏等自备 ,节目时间控
制在 5分钟内。欢迎小选手们
积 极 报 名 。本 报 继 续 面 向 所
有 报 童 征 集 优 秀 文 艺 节 目 ,
筛 选 节 目 时 间 将 电 话 通 知 ,
选 拔 地 点 为 齐 鲁 晚 报 会 议
室 :向 阳 路 兴 华 路 口 古 楼 街
道办事处 2楼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编辑部。报名电话 :0635
- 8277092。

小报童贠若晴：

“玩儿”着卖报收获成长与快乐
“一日之计在于晨”，伴着冉

冉升起的太阳，小报童们又要开
始行动了。在长长的“合报大军”
中，蹦蹦跳跳的贠若晴映入眼
帘。

“卖报一点都不累，像玩儿
一样”，这是贠若晴见到我们时
说的第一句话。天真无邪的笑容
让人很容易就能记住贠若晴，看
到她时她正合报纸，小小的个头
站在石凳下面认真仔细的一版
版放好，很是乖巧，让人忍不住
想要怜惜她。难怪报纸卖得快，
每天像玩儿一样。爱笑的女孩运
气都不会太差，特别是爱笑又认
真的女孩儿。

若晴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也不怕人，但第一次向路人开口
卖报时同根多小报童一样，心里
也是很害怕，每问一个人都要跑
回来问问爸爸这个可不可以问，
现在就不一样了，她已经可以很
大方的向每个人销售报纸了，不
用再来来回回地跑着问爸爸了。
她说她现在都不会大手大脚花
钱了，实在渴得不行才舍得给自
己买瓶水。

爸爸也表示若晴确实跟以
前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
她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若晴便
在自己的努力和旁人的鼓励中
一点点成长起来。

小报童新成员任佳慧：

早就想参加了无奈得上辅导班
13号清晨，邮政局门前，一

对母女手忙脚乱地在整理报纸。
孩子和家长都流露出焦急的神
情。这就是刚参加营销秀活动的
任佳慧和她的妈妈。“这是我第
二天卖报纸了，昨天的30份一会
儿就卖完了，今天订了100份呢，
就是我们合报纸太慢了。”任佳
慧很是自信地说。

虽然比其他小报童参加活
动的天数少，但刚开始遇到的问
题和他们差不多。遇到路人，起
初任佳慧也很胆怯，被拒绝后有
点失望。她说，幸好一位阿姨鼓
励她，让她挨个儿问，这才“步入
正轨”。虽然本期营销秀活动已
经接近尾声，但也欢迎这么一名
具有活力的新成员。

极其生疏的合报手法，满头
的大汗，自始至终佳慧妈妈都在
台阶上忙活着。她说：“我本来是
不支持佳慧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更何况是已经到了活动后期了，
但她早就想参加了，以前因为在
上辅导班就没让她来，现在不上
辅导班了，更是闹着要来。

小报童贠若晴在合报。

小报童孙建波展示卖报成果。

小报童王宇轩跟妈妈一起卖报。

张祥烁在路口卖报。

卖报排名

1 杨一冉 2755

2 王亚欣 2500

3 刘传肖 2310

4 许静雯 1440

5 田浩田 1200

6 万浩然 1070

7 张祥烁 770

8 孙振波 760

9 苗益萌 530

10 郭正 520

11 贠若晴 480

12 付昊宇 475

13 刘若晨 470

14 黄光星 430

14 田欣茹 430

16 韩铭哲 405

17 王婧怡 380

18 陈志硕 360

19 朱魏琪 350

20 朱学聪 330

20 田宝硕 330

22 庞文硕 310

23 闫承宇 305

微信排名
排名 姓名 票数

1 杨一冉 3299

2 贾睿喆 2465

3 张祥烁 2363

4 田浩田 2117

5 刘一诺 1805

6 韩明泽 1700

7 刘若晨 1583

8 李佳怡 1466

9 贠若晴 1158

10 付昊宇 1044

11 万浩然 1017

12 丁玮业 1006

13 王婧怡 818

14 闫承宇 655

15 赵英博 639

16 侯万丰 628

17 侯荣靖 623

18 陈志硕 617

19 孙振波 566

20 朱学聪 512

21 胡艺霏 498

22 苗益萌 463

23 庞文硕 391

(截止到13日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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