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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
(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徐冬磊 ) 日前，济宁首个
县级“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
点”落地泗水农商行，大大
方便了当地群众办理抵押
登记业务。该服务点成立一
月来，共办理了111笔抵押
登记业务，抵押贷款金额达
4935万元。

为全面落实“一次办
好”工作要求，深化落实

“放管服”改革，推进服务
便民化，中国人民银行济

宁市中心支行在全市已设
立两个市级“不动产登记
银行服务点”的基础上，联
合人民银行泗水县支行指
导泗水农商行与泗水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积极对接，
于8月31日正式成立了济
宁市首个县级“不动产抵
押登记便民服务点”，服务
点设立于泗水农商行，将
便民服务向县域进一步拓
展。

此前，办理抵押类贷款
业务需在银行与不动产中

心之间来回往返，在商业银
行设立“不动产抵押登记便
民服务点”有效解决了上述
痛点，客户可直接在银行一
次性完成审批、不动产抵押
登记、放款等流程。

自8月31日成立以来
至 9月 3 0日，泗水农商行

“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
务点”共办理业务111笔，
服务111人次，抵押贷款金
额4935 . 1万元，平均每笔
业务办理时间较之前缩短
7-14天。

济宁首个县级“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落地泗水农商行

一一月月办办理理抵抵押押贷贷款款额额达达44993355万万元元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
(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曹阳 ) 14日，兴业银行济
宁分行联合济宁北门社区、
济医附院、济宁市运河义工
服务协会开展“重阳送温
暖”爱老敬老活动，北门社
区的老人们乐享了一场饺
子宴。

活动期间，济医附院
的医护人员开展爱心义
诊，为社区老人进行健康
体检；志愿者与社区老人
们一起剁馅、擀饺子皮、
包饺子；兴业银行济宁分
行员工现场为老人们讲解
金融知识和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技巧。同时，现场还
举办了联欢会，志愿者们
献上小品、舞蹈、合唱等

节目，社区老人们也踊跃
参与，一起“秀”才艺，其
乐融融。

近年来，兴业银行济
宁分行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投身脱贫攻坚、助学助

残、孝老敬老等社会活动
中。兴业银行济宁分行负
责人说，举办各类活动关
爱老年人生活，让他们老
有所乐，是金融机构义不
容辞的责任。

济宁兴业银行爱老敬老

社社区区老老人人乐乐享享饺饺子子宴宴

汶上县供电公司

高效检修35千伏苑庄变电站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通讯
员 张爽 袁吉灿) 12日，在
110千伏圣泽变电站内外，汶上
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拆除10千
伏宝相线、精良线、西关线等三
条线路出线电缆设备，重新制
作6套电缆头，将原线径为150的
电缆升级改造成400的电缆，进
一步提高供电能力。

梳理分析迎峰度夏期间
运行情况，汶上县供电公司发
现上述三条线路的出线电缆
线径较细，用电高峰时段出现
供电卡脖子现象，限制了线路
整体供电能力。该公司科学制

定改造方案，利用电网秋检停
电机会，及时升级改造线路设
备。开工前，工作负责人通过
班前会细致介绍现场安全风
险点，认真落实安全防范措
施，全力保障现场安全万无一
失。在变电站外的线路出线管
塔施工处，塔下人员认真制作
电缆头，在近三米深的电缆沟
内密切配合，调整电缆方向。
塔上人员严格按照施工工艺
标准，细致开展电缆与线路T
接施工，合力拉拽电缆，做好
压接、紧固、局部绝缘化等各
项工作。

汶上县供电公司
改造110千伏圣泽变出线电缆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通讯
员 郭庆军 董聪) 16日，在35
千伏苑庄变电站内，汶上县供电
公司组织人员开展该站1号主变
检修，主要做好1号主变有载调
压开关维修、套管喷涂RTV等
工作，保障设备可靠运行。

开工前，现场负责人组织
召开了班前会，详细介绍了本
次检修工作内容，并进行了安
全交底，说明安全风险点。布置
完安全防范措施后，借助吊车，
工作人员将开关芯体小心吊到
指定工作位置，细致检查电动

机构箱内部设备，查看过渡电
阻及触头有无断股、烧损现象，
排查快速机构的弹簧务有无变
形、断裂情况，用合格绝缘油冲
洗管道及油室内部，清除切换
芯体及选择开关触头转轴上的
游离碳，重新灌装新油，并开展
动作顺序、机械特性和变比试
验，全力保障设备检修质量。同
时，检修人员认真擦拭高低压
绝缘套管，清除油脂、灰尘、水
分残留等污垢，并严格按照施
工工艺，对套管喷涂RTV，防
止设备发生污闪。

参加省行运动会
济宁中行获团体第六名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刘欢) 13日，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第七届职
工运动会在济南奥体中心隆重
举行，全省共17支代表队参与此
次盛会。济宁分行派出42名运动
员分别参与田赛、径赛和趣味项
目的角逐，经过1天顽强拼搏，该
行斩获团体第六名，在4*100、自
行车慢骑、运转乾坤、愤怒的小
鸟等项目上均有亮眼表现。

当日8时整，开幕式开始。中
行济宁分行代表队身着统一运
动服装，踏着运动员进行曲，在
领队和旗手的引导下，在行领导
的带领下，队员个个精神抖擞、
士气高昂，迈着整齐的步伐迈向
主席台接受检阅。

4×100米混合接力、100米
跑、200米跑、4*100米接力、跳
远、拔河、旱地龙舟、自行车慢

骑、财源滚滚……28个项目，有
竞技也有娱乐，每一个比赛项
目，都持续考验着运动员们的毅
力和决心。

从开始到结束，该行的运动
健儿们比速度、比耐力、比技巧，
充分发挥“更高、更快、更强”的
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众志成城、
聚力奋进，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以高昂的斗志、高超的技艺，赛
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
水平，展现了济宁中行人的风采
风貌。

下一步，中行济宁分行将继
续把运动会中表现出的坚韧不
拔的意志、拼搏顽强的作风和团
结互助的精神保持和发扬下去，
围绕省行“两增一降一调、四聚
焦、一全面”的工作主线，主动营
销作为，抢占发展先机，实现经
营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社区老人一起包饺子。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通讯
员 王聪) 日前，济宁农商银
行辖内多家支行积极行动，开展
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活动。

该行安居支行联合安居镇
政府共同走进安居镇南刘庄村，
通过宣讲各类金融知识，提高老
人识别假币、防范金融诈骗能
力，期间与老人们共同包水饺、

切蛋糕增进与老人们之间的感
情，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给他
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乐趣。该行仙
营支行联合谢营社区举行重阳
节家庭医生查体活动，免费为老
人们测量血压，关注老人身体健
康，同时把老人们请进银行营业
室，开办金融知识微课堂，为大
家宣讲基本金融知识。

济宁农商银行

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活动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
(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郑勇) 为解决客户在子

女教育、养老储备、财富管
理、健康保障等多方面家庭
财务管理的需求，中国人寿
最新推出国寿鑫享鸿福保
险产品组合。该保险产品组
合深挖短期给付型产品设
计潜力，同时首推“被保险
人重疾豁免”，并将最高投
保年龄设置为70周岁，以高
性价比产品为客户送上理
想的保险保障。

国寿鑫享鸿福保险产
品组合由国寿鑫享鸿福年
金保险、国寿附加鑫享鸿福
定期寿险、国寿附加鑫享鸿
福男性/女性/少儿特定疾
病保险、国寿附加鑫享鸿福
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和国寿
附加鑫享鸿福豁免保险费
重大疾病保险组成。该保险
产品组合具有三大亮点：

年金给付稳。在合同生
效年满五个保单年度后的
首个年生效对应日起，若被

保险人生存，可以按照合同
约定金额每年领取一笔固
定年金，领取金额最高为年
交保险费的25%，最长合计
领取10年，让资金更稳定，
让关爱更长久。

满期领取早。被保险
人生存至合同保险期间届
满的年生效对应日，15年
满期即可获得满期保险
金，满期保险金为所交保
险费(不计利息)与基本保
险金额之和，是客户中长
期财富规划的优质之选。

可选保障多。国寿鑫享
鸿福保险产品组合除财富
管理功能外，还具有身故保
障、特定疾病保障、意外身
故伤残保障等多项保障功
能可供选择，客户可根据自
身需求量身定制保险计划，
做好财富管理和健康保障
管理，尽享无忧人生。

举例来说，王女士为
丈夫王先生(30岁)投保国
寿鑫享鸿福保险产品组合
(国寿鑫享鸿福年金保险+

国寿附加鑫享鸿福定期寿
险+国寿附加鑫享鸿福男
性特定疾病保险 +国寿
附加鑫享鸿福长期意外伤
害保险+国寿附加鑫享鸿
福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
险 ) ，选 择 1 0 年 交 ，年 交
101747元保险费(其中主
险基本保险金额15720元,
定期寿险、特定疾病保险、
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基本保
险金额均为10万元)。在合
同生效年满5个保单年度
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
起，若王先生生存，每年可
领取年金25000元，合计领
取10年。当王先生生存至
合同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
效对应日，15年满期，可以
领取满期保险金1015720
元。同时，王先生还享有特
定疾病保障最高1 0 0 0 0 0
元，身故保障最高1116720
元，若在交费期内不幸罹
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还
可免交保险产品组合后期
保险费。

满足子女教育、养老储备、财富管理、健康保障等需求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推推出出国国寿寿鑫鑫享享鸿鸿福福保保险险产产品品组组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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