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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准备送儿子出国留学，但他对留学相关的事
情知之甚少，对他来说，这是一项攻坚克难的大工程。使
用了中国银行“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王先生的所有困
难迎刃而解，儿子出国留学问题一站式解决。

一、基础认识阶段
王先生下载登录“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进入“出国

留学”频道，选择“出国攻略”部分，了解各个国家的留学
政策、优势、学校动态，对留学国家形成初步意向；阅读学
校申请时间、护照办理、留学前准备等留学必读资料，对
留学准备工作了然于心；学习经验贴士中介绍的留学常
见问题、抵境小贴士、各国生活常识等，为儿子出国留学
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对出国留学有了基础认识后，王先生决定选择一家
出国留学金融机构办理学校申请及相关手续。

二、留学机构选择阶段
为了选择一家优质的留学中介机构，王先生进入“出

国留学”频道的“服务动态”页面，客户端通过定位功能自
动切换至山东留学动态页面。仔细阅读过中国银行合作
的各大留学机构的服务信息、优惠活动等资讯后，上网查
询了大家对意向学校的评价，又实地考察了一番，经过仔
细对比，王先生最终选定了一家留学机构。

这家留学机构着手帮其办理留学事宜，工作人员告诉
王先生需要给B学校预支一笔保证金及一年的学费，还需要
办理代理开户见证、旅行支票、外币携带证、存款证明等。

三、留学准备阶段
王先生进入“出国留学”频道的“金融服务”页面，逐个点

击了解了业务办理的流程，并在线完成了个人购汇、电汇操
作，并预约了第二天在家附近的网点办理外币携带证、存款
证明、借记卡申请业务。第二天王先生按预约时间到预约网
点，凭身份证和交易流水号直接在柜台完成了业务办理，并
为自己申请了国际信用卡主卡，为儿子办了副卡。

顺利把儿子送去留学，王先生非常关注儿子在国外
的生活和学习。

四、留学期间
王先生进入“出国留学”频道的“金融服务”页面，在

线办理购汇还款，在国内就将儿子在国外的消费金额还
了，而且还能实时查询儿子在国外的消费情况。每个学
期，王先生都通过了“出国留学”的电汇、票汇等功能为儿
子支付学费，划转生活费。

儿子学业有成，准备回国发展，王先生十分期盼。
五、学成归来
王先生的儿子也下载了中国银行“出国金融”手机客

户端，自己在线办理购汇和结汇，准备回国事宜，今后，他
不再依赖父亲，将独立开拓自己的精彩人生。

出国金融，中国银行帮您忙

张女士对斯里兰卡的旖旎风光和特色风土人情
神往已久，这个假期，她跟小姐妹约好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一起去斯里兰卡。使用了中国银行“出国金
融”手机客户端，出国旅行问题掌心解决。

一、基础认识阶段
张女士下载登录“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进入

“国际商旅”频道，选择“出国攻略”部分，阅读斯里兰
卡旅行攻略，对旅行路线和注意事项有了初步认知；
通过国际旅行必读，对行前准备、出境入境、安全等事
项了然于心；学习经验贴士中介绍的境外常见问题、
抵境小贴士、所到国家生活常识等，为旅行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对国际旅行有了基础认识后，张女士决定选择一
家国际旅游公司为自己办理出国手续及出行事宜。

二、旅行公司选择阶段
张女士进入“国际商旅”频道的“服务动态”页面，

客户端通过定位功能自动切换至山东国际商旅咨询
页面。仔细阅读过中国银行合作的各大国际旅行机构
的服务动态、优惠活动等信息后，经过仔细对比，张女
士最终选定了省中旅。

确定了旅行线路后，该旅行公司告诉张女士旅行
需购汇、准备外币零钞、旅行支票等。

三、旅行准备阶段
张女士进入“国际商旅”频道的“金融服务”页

面，逐个点击了解了业务办理的流程，并在线完成
了个人购汇操作，并预约了第二天在家附件的网点
办理外币零钞和旅行支票。第二天张女士按预约时
间到预约网点，凭身份证和交易流水号直接在柜台
完成了业务办理。

四、旅行期间
斯里兰卡的秀美风光和独特民俗如想象中一般

引人入胜，可是一不小心把信用卡弄丢了，张女士进
入“国际商旅”频道的“金融服务”页面，在线办理紧急
卡挂失，并选择补办，一键轻松搞定，旅行丝毫不受影
响。

五、旅行归来
踏上归程，张女士在与朋友分享这次旅行收

获的同时，也不忘通过“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将
未花完的外汇进行结汇，并在线购汇还款，支付
信用卡透支额。

中国银行“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让国际旅行变
得如此简单，张女士迫不及待地做起下一个假期的旅
行计划了。

出国留学 国际商旅

王先生做生意赚了钱，看着周围的人纷纷在国外
投资置业，他也生出了这个念头。如何出国投资置业，
他没有概念，使用了中国银行“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
海外投资置业轻松实现。

一、基础认识阶段
王先生下载登录“出国金融”手机客户端，进入“投资

移民”频道，选择“出国攻略”部分，分国家阅读投资攻略，
了解我行海外分支行对海外投资的优惠政策和业务，辅
以经验贴士中投资经验的介绍，王先生对海外投资置业
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为海外投资做好了准备。

对海外投资有了基础认识后，王先生决定选择一
家海外置业公司为自己办理相关事宜。

二、海外置业公司选择阶段
王先生进入“投资移民”频道的“服务动态”页面，

客户端通过定位功能自动切换至山东投资移民资讯页
面。仔细阅读过中国银行海外分支行的服务动态及各
大跨境置业公司的服务范围、优惠活动等信息后，经过
仔细对比，王先生最终选定了美国一家跨境置业公司。

该跨境置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王先生，需要购
汇并准备存款证明。

三、海外置业
王先生进入“投资移民”频道的“金融服务”页面，

逐个点击了解了业务办理的流程，并在线完成了个人
购汇操作，并预约了第二天在家附件的网点办理存款
证明。第二天王先生按预约时间到预约网点，凭身份证
和交易流水号直接在柜台完成了业务办理。

投资移民

未经批准设分支机构

一保险公司被罚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3日，记者从驻烟四所
本科高校获悉，11月将连续举
办五场大型招聘会，届时将提
供上万个工作岗位，需要找工
作的大学毕业生可要抓住机会
了。

经济新常态下，一些传统
型企业压缩规模，转型发展，在
招聘人员数量上有所减少，就
业形势严峻。为此，各个高校都
在想办法促进毕业生就业。驻
烟四所本科高校也及早行动起
来，11月烟大、鲁大以及山东工
商学院和烟大文经学院将举办
五场大型招聘会促进毕业生及

早就业。
其中，2016年鲁东大学将

有7526名毕业生，其中研究生
367人，师范类毕业生2622人，
非师范类毕业生4537人，涉及
交通、物流、法律、教育、农业、
食品、艺术、电子、土木工程、市
场营销、工商管理、农业等74个
本、专科专业。鲁大定于11月8

日举办2016届毕业生供需见面
会，11月22日举办2016届师范
类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烟台大学2016届毕业生共
7187人，其中研究生471人，本
科生6540人，专科生176人。烟
大定于11月14日(周六)举办“烟

台大学2016届毕业生供需见面
会”。

山东工商学院2016年毕
业生5274人，其中本科4841人，
专科433人。学校定于11月15日
举办山东省2015年秋冬季高
校毕业服务“蓝黄”两区专场
招聘会暨毕业生校园供需见
面会，地点在山东工商学院体
育馆。

烟大文经学院2016届毕业
生共3498人，专业涉及经济、管
理、电子信息、计算机、生物工
程、车辆工程、建筑工程、中文、
法律、外语、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金属材料、艺术设计等34个

本专科专业。毕业生校园招聘
会将在11月21日(星期六)在烟
台大学文经学院第二教学楼B

区一楼大厅举行。
据介绍，五场大型招聘会

将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除此
之外，部分学校还单独组织一
系列行业类小型招聘会，比如
烟大11月7日(周六)举行烟台大
学行业类招聘会之机电汽车工
程学院、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和外国语学院专场；11月8日
(周日)烟台大学行业类招聘会
之土木工程学院、环境与材料
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人
文学院专场招聘会。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李园园 ) 近日，烟台披露了

“2015年3季度烟台财险公司
理赔综合服务评价情况表”，
在27家财险公司中，安盛天
平、中银保险、人保财险名列
三甲，而排名垫底的多是来烟
不几年的小公司。

据了解，烟台财险公司
理赔综合服务评价情况表，
每季度公示一次，指标主要
为“理赔服务指标”“信访投
诉”“查勘资源配置情况”“车
险理赔服务现场测试”“e路
行案件处理时效”。其中理赔
服务指标占比最高，有36分
之多，其次是服务类信访投
诉，占20分。

记者发现，服务类信访投
诉数量最多的是信达保险，华
泰财险、安邦财险等12家公司
实现“零投诉”，获得20分满
分。另外，新增的“e路行案件
处理时效”占4分，中银保险、
安邦财险等7家在规定时间处
理，获得4分，但也有的保险公
司因为e路行案件处理时效达
25 . 51分，得了0分。

业内人士称，大公司受理
理赔基数大，从发生概率上讲
投诉等问题相应多一些，企业
规模小相对应的理赔投诉也
会少。但更多得分高的“口碑”
财险公司，源自不断改进服务
水准，老百姓在选择保险公司
时，可以多比较几家。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日前，开发区正海
生物、龙源电力、中节能万润3

家企业获得省级示范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占全市获批总数
的1/4；开发区荣昌制药获得
省级重点实验室，占全市获批
总数的1/2，截至目前，开发区
2015年度累计新增省部级以
上创新平台12个，其他为4个
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2个省级工程实验室、2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

据悉，依托正海生物建立
的“山东省医用再生修复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近3年获
得发明专利8项、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51项，技术转化产生利

税3700多万元。依托龙源电力
建立的“山东省煤粉燃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仅近3年授权
的专利达120余项。依托中节
能万润建立“山东省功能性分
子筛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自主研发的分子筛催化
净化功能材料是目前治理有
毒尾气最有效、最环保且国内
唯一可适用于欧五以上排放
标准的功能性分子筛材料。依
托荣昌制药建立的“山东省抗
体药物重点实验室”，实验室
面积超过2000㎡，拥有各类研
发生产设备300余套，近3年承
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9个，
获得5项发明专利和5项国际
发明专利。

烟台三季度财险公司
评价“榜单”出炉

开发区再添4个
省级创新平台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李园
园 ) 近日，记者从保监会烟台监
管分局发布的“2015年行政处罚事
项二”中了解到，在烟一保险公司
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受到行政
处罚，被罚7万元，并给予相关负责
人处罚和警告。

根据行政处罚公告，某在烟保
险公司中心支公司因未按规定完
成回访；投保书漏抄录风险提示语
句，其总经理直接受到警告并处罚
款3000元。还有的公司其销售服务
部，在给公司员工做培训时，部分
培训视频和课件存在保险利益演
示不当、与银行存款收益进行片面
比较等情形受到行政处罚罚款3万
元，负责人给予警告。更有在烟保
险公司未获得批准，私自设立分支
机构，受到行政处罚7万元，并且给
予两名负责人警告，并分别处罚1

万元、5000元。
据了解，目前受到行政处罚的

保险公司，都已整改完毕。

蓬莱阁景区门票

收入1亿多元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刘元涛) 记者从蓬
莱市财政局了解到，截至10月25

日，蓬莱阁景区实现凭票游客人
数139 . 8万人次，实现直接门票收
入15167万元，提前两个月实现年
初制定的收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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