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山
东省分行“见微知著”微党
课竞赛在济南市举办。山东
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益虎
出席活动，省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王延磊致辞。经层层选
拔推荐，来自各二级分行和省
行本部17名选手参加了此次
竞赛。通过激烈角逐，共产生
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
等奖四名。

农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益虎介绍，微党课是创
新党员教育的新载体，引导广
大党员由“要我学”变为“我要
学”、由“我听讲”变为“听

我讲”，是增强党员意识、激
发党员荣誉感和自豪感的有益
尝试，是提升党员主体地位、
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生动实
践。据了解，农行山东省分行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探索组织生
活的新内容、新形式，在党组
织生活中加入微党课，改变了
以往政治学习枯燥、乏味、单
向传播的教育模式，使党员学
习形式多样、效果明显。“见
微知著”微党课竞赛开展以
来，全行各级党组织积极响
应，精心安排部署，层层组织
发动，广泛宣传推进，引导全

行广大党员了解微党课、研究
微党课、展示微党课，增强了
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农行潍坊分行党委创新推
出“微讲堂”，摒弃以往单向灌
输的教学模式，不管是支部书
记还是普通党员都能成为授课
老师。“微讲堂”的讲课也不
拘于形式，更注重在相互讨论
中增长知识，增强党性。此
外，学习内容也涉及到各条线
的专业工作，在注重个性化发
展、专业知识培训、综合素质
培养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整合，
编制“党员成长计划”，将微
讲堂和党员发展相结合，以达

到党员自我教育、自我成长、成
为组织助力的目的。

农行潍坊分行机关党员
赵骏说：“微讲堂专刊发布
的内容都是精选出的各类党
建宣传文章，有最新的党内
法规，也有党中央领导的讲
话，这些内容为基层党组织
的党员提供了学习的指南和
指明了工作的努力方向。我
还经常把部分精彩内容转发
到朋友圈中，希望身边的同
事和亲友也能学思践悟，从
这 里 得 到 教 育 、 帮 助 和 启
发。”

8月份以来，农行菏泽牡丹

支行组织开展“见微知著”微党
课活动。广大青年党员员工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主
题，以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为
基本内容，以“贴近工作、贴
近生活”为出发点，把思想和
工作摆进去，以讲带学、以讲
促做，使党员干部在“微时
间”中受教育，从故事中悟道
理，增强学习教育吸引力、感
染力，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细抓长，引导广大党员主动
积极学思践悟，进一步提升党
性修养。

(财金记者 薛志涛 通
讯员 朱沙)

农农行行山山东东省省分分行行微微党党课课实实现现常常态态化化

梦想很丰满，钱包却总是骨感，但是梦想一拖再
拖，总会褪色，怎么办？

光大银行“随心贷”助您一臂之力！想贷就贷，消
费更自如，生活更轻松，有了随心贷，梦想不等待！

光大“随心贷”两大业务

公积金信用消费贷款
是指光大银行依托公积金数据、人行征信数据、

互联网数据等“大数据”，对符合规定的公积金缴存
客户，实时给予额度授信并支持客户线上进行提款
还款全程操作的、信用形式的贷款。

额度试算：长按右方二维
码，马上进入随心贷—公积金消
费贷额度测算！*结果仅供参考，
该额度为拟授信额度，最终放款额
以提款审批为准。
保险贷

是指光大银行为符合贷款条件并在该行指定保险
公司购买“个人借款保证保险”的客户发放的用于个人
合法用途的小额信用贷款。目前该行已推出互联网小
额信用保证保险贷款。当前功能名
称为“随心贷”。

额度试算：长按右方二维
码，马上进入随心贷—保险消费
贷额度测算！*结果仅供参考，该
额度为拟授信额度，最终放款额
以提款审批为准。

光大“随心贷”四大特点
1、申请全线上
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不搭人情、不找关系
2、面向全社会
新客户、无令牌客户下载阳光银行申请
有令牌客户下载手机银行申请
3、实时审批
4、随时随地、随借随还
光大“随心贷”基本规定
贷款对象：年满22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

然人，且贷款到期时借款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
贷款期限：期限最长达36个月，随借随还；
授信金额：最高30万；
申请渠道：令牌版网上银行、令牌版手机银行、

阳光银行；
还款方式：等额本息、等额本金、按月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针对贷款一年内优质客户)。
光大“随心贷”如何选择？

如果您的公积金缴存城市在公积金缴存城市列表
中，请选择“公积金贷款”(详见公积金贷款办理指南)；

除此之外该行为您提供“保险贷”业务。
光大“随心贷”办理指南
如何办理

1、我是持有阳光令牌的老客户：
轻松三步，一站办理。

2、我没有令牌，但想“轻松三步，一站办理”：
您只需到附近任意一家光大银行网点办卡、领

取令牌，即领即办。
3、我没有令牌，但想即刻知晓贷款额度：
您可以直接下载阳光银行进行在线申请，五步

三 阶 段 ，完
成 贷 款 办
理。

“我要贷款”！

想贷你就“随心贷”

新新型型农农村村合合作作金金融融平平均均单单笔笔借借款款44万万元元
记者从省金融办了解到，截

至8月末，全省有1 1 4个县(市、
区) 和1 4个开发区的334家合作社
取得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资
格，参与社员2 . 3万余人，13个市
实现了县域的全覆盖。

立足于为“三农”提供最直
接、最基础的金融服务，我省于

2014年向国务院上报了新型农村
合作金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获
批之后成为了全国唯一新型农村
合作金融改革试点省份。坚持社
员制、封闭性、不吸储放贷等原
则，合作社通过社员内部资金筹
集满足内部社员的金融需求。不
用看银行脸色、不用借高息贷

款，只需提交申请，便能及时得
到合作社的互助金，这种新型农
村合作金融模式也在山东各地得
到了快速发展。截至8月末，全
省累计发生信用互助业务2 6 8 4
笔、1 0 8 3 1 . 5万元，平均单笔借
款4万元。

(记者 张頔)

维维权权意意识识在在增增高高，，理理性性维维权权是是正正道道
本期主持：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近年来，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逐
步增高，维权通常有理性维权和非
理性维权两大类。理性维权是文明
社会正确解决问题的基础，理性维
权是正道。

金融机构在日常接待消费者
时，始终遵循以下准则：尊重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履行告
知义务，不得在营销产品和提供服
务过程中以任何方式隐瞒风险、夸
大收益，或者进行强制性交易；尊
重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公平、公

正制定格式合同和协议文本，不得
出现误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条款；了解消费者的风险偏
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提供相应的产
品和服务，不得主动提供与消费者
风险承受能力不相符合的产品和
服务；尊重消费者的个人金融信息
安全权，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个人
金融信息的保护，不得篡改、违法
使用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不得
在未经消费者授权或同意的情况
下向第三方提供个人金融信息；
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严格区分自
有产品和代销产品，不得混淆、
模糊两者性质向消费者误导销售
金融产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金
融服务收费的各项规定，披露收
费项目和标准，不得随意增加收
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坚持服

务便利性原则，合理安排柜面窗
口，增加自助设备，不得无故拒绝
消费者合理的服务要求；尊重消费
者，照顾残疾人等特殊消费者的实
际需要，尽量提供便利化服务，不
得有歧视性行为。

如果客户对服务态度、服务质
量以及对金融产品、服务环境、服
务设施、内部管理等不满意时，应
进行理性维权，切勿失去理智。可
以通过监督电话、客户留言簿、意
见箱等渠道提出现场或非现场意
见、建议或投诉请求。对于现场投
诉意见，被投诉单位应派专人现场
解决；非现场投诉和转投诉由第一
接待单位在第一时间通过联系单
流转或电话联系的方式落实具体
经办单位，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记者 张頔)

金金融融““三三运运会会””圆圆满满落落幕幕 太太平平健健儿儿载载誉誉而而归归

9月23日，全国金融系统第三
届职工运动会在泉城济南落下帷
幕。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代表队共收
获了一个亚军、一个季军，以及团
体组织奖等多项个人、集体殊荣；
太平健儿们载誉而归的同时，也让

“太平精神”感动赛场，用漂亮的成
绩献礼十九大。

全国金融系统第三届职工运
动会由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
主办，2017年2月启动预选赛，设置
了足球、篮球、田径等9个大项及50
多个小项，吸引近万名来自全国各
地金融系统的运动高手的参与，项
目设置数、参与人数、裁判员水平
等均为历届之最。金融“三运会”决
赛阶段的比赛自9月21日开启，比
赛主场馆设在了曾成功举办过第
11届全国运动会的济南奥体中心
体育场。

本届运动会中国太平代表队

共派出了58名运动员，参加足球、
羽毛球、田径、趣味运动会等项目
决赛阶段的角逐，运动员们来自五
湖四海，代表着“一个太平”参赛，
向全国观众展示昂扬不屈的斗志
与追求卓越的太平精神。

赛场上，有一些画面特别让人
动容———

足球队主力前锋张巍，因比赛
冲撞而受伤。为了集体荣誉，他强
忍疼痛坚持带伤上场，第二天的季
军争夺战更是踢满全场，助力中国
太平队轻松战胜对手。赛后，张巍
的伤势被诊断为“轻微骨裂”，疼痛
的程度可想而知。

每个赛场，我们都能看到集团
及各公司、机构领导的身影，无论
是关切的慰问，还是随观众们一起
喊出的每一声“加油”，都是对场上
队员最好的鼓励。

太平人寿山东分公司的内、外

勤伙伴组成“太平宝贝”啦啦队和
观众方阵，用灵动的舞姿、具有气
势的声音为队员们加油呐喊；每个
项目的运动员们还会利用比赛间
歇，来到其他项目的赛场给队友们
助威。还有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为赛事服务的工作人员、为留下最
美瞬间而不辞劳苦的摄影协会的
老师们。

可以说，有太平队员的赛场，
就有太平人团结、拼搏的画面，他
们用“有激情、在状态，有梦想、敢
担当，有胆识、善创新”的太平精神
影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观
众们还是裁判们，就连比赛对手也
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比赛已落幕，书写光辉的太平
健儿们，定会将赛场上洒下的汗水
化作昂扬不屈的斗志与追求卓越
的品格，将激情、梦想与胆识永远
传递下去。 (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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