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温度”，首先要从普
惠金融说起。2013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
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
的理念，普惠金融旨在让小
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
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其他
特殊群体使用合理的价格获
得各种金融服务，而商业银
行可持续性、高覆盖范围的
特性能为更多的人群提供高
效多样的金融服务。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一向
秉持“真诚服务，共同兴业”
的企业使命。近年来，在国家
普惠金融政策大背景下，该
机构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以及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山东省银监局等监
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加大金
融服务力度，深化体制机制
建设，真正将普惠金融融入
到日常经营管理中。尤其是
坐落于泉城的兴业银行济南
分行营业部，在普惠金融工
作中走在前列，取得诸多成
果。

真诚服务客户
理财投资真普惠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
部深化普惠金融力度，着力从
主业上抓好落实，为客户提供
专业、优质的服务，让千家万
户感受真正的金融温度。

“为您理财，助您兴业”。
近年来兴业银行综合理财能
力受到多家专业机构推荐，并
且各类理财产品以种类丰富、
操作便捷、良好的收益率和安
全性等优点受到了各层级客
户的好评。截至9月末，兴业银
行济南分行营业部零售客户
达4 9 0 1户，其中VIP客户近
2200户，客户群体近年来逐年
增长，在客户心中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

除了各类备受青睐的理

财产品，兴业银行也注重利用
自身网点优势传播专业的金
融知识和理财方式。比如，避
免老年群体在虚假金融活动
中上当受骗，就是该行关注的
焦点之一。网点工作人员会定
期走进周边社区，宣传金融知
识，以提升老年客户的金融认
知，并且现场传授反假币知
识、发放各类宣传手册、一对
一服务有特殊困难的老年客
户、建立员工答疑专线等举
措。举动虽小，但意义重大，许
多网点周边的老年客户借助
兴业银行的宣传提高了金融
风险意识。

创新设计产品
解决中小融资难

除了老百姓，普惠金融的
另一大受众群体就是小微企

业。兴业银行构建的信用贷
款、抵押担保贷款、担保机构
保证贷款“三位一体”普惠信
贷产品体系，有效改善了中小
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

关注居民需求
社区银行更亲民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优化网
点建设，着力加强社区银行建
设，旨在立足社区，为城乡居
民、小微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提供便民金融小型服务网点。
本着“亲民、便民、惠民”的服务
理念，该行与社区居民建立良
好的互动关系，及时掌握居民
在金融生活方面的迫切需求，
从而提供“量体裁衣”式的个性
化方案。“社区义诊”“小小牙医
体验日”等活动就是该行精心
为社区客户设计的专项活动。

“当我们真心地为客户提
供服务，客户也将心比心地被
感动，对我们的印象当然也更
好了。”济南分行营业部总经
理秦增荣表示，“我相信随着
我们打造与客户融合一体的
文化，客户对我们的认可度会
越来越高。”

履行社会责任
公益活动献爱心

普惠金融的“温度”，不仅
传递给客户，更传递给全社会
需要帮助和关心的人。

“大家辛苦了，快进来吹
会空调，喝口水。”营业部的大

堂经理徐嘉璐招呼着几位环
卫工人有说有笑地走进网点
大门。2015年底，兴业银行济
南分行营业部就在网点设立
了爱心驿站。除了为环卫工人
提供饮用热水以及遮风避雨
的休息场所，济南分行营业部
员工更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
出发，与环卫工人融洽交流，
提供各种爱心服务。

除此之外，还有“兴业爱
蓝”公益捐赠衣物行动、“爱心
帮困助学”活动、夏令特色便
民服务举措……践行社会责
任，助力普惠金融，这样的理
念早已植入在济南分行营业
部每位员工的心中。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
部总经理秦增荣表示：“兴业
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一直是
普惠金融的积极践行者，未来
我们将不断拓展普惠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服务百姓，
支持实体经济，更加全面地履
行好社会责任，做一家有温度
的商业银行。”通过普惠金融，
济南分行营业部不仅为客户、
为社区、为社会提供了有温度
的服务，更是传播了一份温暖
的力量。就在上周，兴业银行
济南分行以及济南分行营业
部分别获得该行总行评选的

“兴业银行文明规范服务示范
单位优胜分行”“兴业银行文
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优胜支
行”荣誉称号。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兴
业银行济南分行的“温度”不
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一家
有责任的金融企业的承诺。

济济南南兴兴业业，，做做有有““温温度度””的的银银行行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普惠金融建设纪实

和钱打交道的
银行，以往总给人以
严谨的感觉，但兴业
银行济南分行正在
努力营造一种新形
象——— 一家有“温
度”的银行。

12日上午，家住子锋苑
小区张女士手持一面印有
“拾金不昧、品德高尚”金
色大字的锦旗，赠送到莱商
银行济南历下支行,感谢客户
经理于聪拾金不昧的高尚品
德。

据了解， 1 1月 6日下
午，于聪外出办理业务途
中，捡到一贵重物品，面对
这个从天而降的“馅饼”，
她第一个念头不是占为己
有，而是想办法联系失主，

于聪随后寻找到物品单据上
的联系方式，拨通了失主张
女士的电话，核实后将物品
归还给了失主。

张女士被于聪拾金不昧
的品德感动，拿出现金以示
感谢，于聪谢绝了张女士的
好意，并叮嘱她以后出门注
意物品安全。12日，张女士
来到历下支行将锦旗赠送给
于聪，感谢莱商银行培养的
优秀员工。

本报记者 张頔

拾拾金金不不昧昧暖暖人人心心

客客户户感感谢谢送送锦锦旗旗

近日，“2018中国市场
竞争力十佳保险公司”榜单
出炉，太平人寿位列十佳保
险公司之一。

2018年，中国太平保险
集团成功跃身“世界 5 0 0
强”，迈上了新的台阶。作
为中国太平战略发展的主要
力量，太平人寿在2018年持
续稳健发展，市场排名攀
升，速度规模、效益质量
和社会贡献等各方面的经
营状况良好，连续三年获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A

级 ” 评 价 ； 财 务 实 力 稳
健，连续三年获得惠誉国
际做出的“A+”评级。高
质量的发展让太平人寿更
具市场竞争力。

据悉，“2018中国市场
竞争力十佳保险公司”，由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
院和有关高校及科研学术机
构共同评出，在大数据平台
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同时邀
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专业
学术分析，确保结果具有科
学性、权威性和代表性。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登登榜榜““22001188中中国国市市场场

竞竞争争力力十十佳佳保保险险公公司司””

本报记者 张頔

善于整合高端资源为客
户提供增值服务的太平人
寿，已开始将其颇受客户好
评的智慧“共享”服务推向
新的层次，更精细、更聚
焦。日前，太平人寿联手长
江商学院举办了一场面向实
业企业家的高端知识分享论
坛，交流内容紧扣时代特
性，聚焦实业经济发展，将
智慧“共享”做到极致，做
到企业家心坎上。

除了通过保险产品帮助
客户抵御风险，构建安全、

富裕、健康生活环境外，提
供高层次的知识“共享”，
助力客户提升软实力，也是
太平人寿与客户一起实现
“共享太平”美好愿景的重
要举措。这也是太平人寿连
续多年携手国内顶级商学
院，持续为客户提供高端知
识讲座的初衷。

此次论坛以“智汇浦江
共享太平”为主题，太平

人寿特邀长江商学院创办院
长项兵博士，围绕中国经济
发展现状，从企业管理的基

础理论和原创思想出发，探
索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路径与
模式，为中国企业家应对全
球化发展，提供新视野、新
思维与新对策。

参与此次活动的太平人
寿逾百名高端客户，均为实业
领域精英，对于太平人寿这种
智慧“共享”的增值服务模式，
均表示充分的认可和欢迎。
太平人寿也希望，借助此次
活动为实业企业家们在经济
大变革时代找到应变之道和
发展转型的新蓝海。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联联手手长长江江商商学学院院举举办办高高端端论论坛坛
与实业企业家“共享”发展智慧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
“一次办好”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下沉普惠金融服务，
提升信贷服务水平，本着全
流程自动化办贷的新理念，
济南农商银行积极开展金融
创新，推出了“信e贷”自助
办贷业务，进一步简化办贷
流程，将“便捷获得信贷行
动”落到了实处。

一直以来，济南农商银
行坚持做大零售、做实三
农、做强小微的发展理念，
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
面提升服务效能，致力于为
全市广大市民享受到更便
捷、更贴心的融资服务。据
悉，济南农商银行推出的

“信e贷”自助办贷业务，是
该行为深入贯彻落实普惠金
融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提
高金融服务水平，自主研发
的信贷新产品。该产品主要
以客户信用状况为基础，可
通过海量数据信息和客户提
供的基础信息，以自动化模
型分析为手段，通过采集后
的客户信息，系统自动对客
户进行有效识别，识别通过
后自动生成客户授信额度、
利率、期限等，实现手机银
行客户端的自助申贷、自动
办贷和实时放款，足不出
户，享受济南农商银行高
效、快捷的信贷金融服务。
济南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说，“‘信e贷’业务以大数
据为依托，最快30秒审批、
60秒即可放款，一次授信，
随用随贷，实现了贷款模式
的新突破，真正做到了‘信
用贷、随心贷’”。截至目
前，该行已接受客户“信 e
贷”业务申请1 . 2万户，便捷
高效的服务得到广大市民的
普遍认可和欢迎。

作为济南本地法人银
行，济南农商银行将始终以
满足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为
奋斗目标，继续加大金融产
品创新研发力度，简化贷款
手续，缩短办贷流程，以为
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
务而不懈努力。 (齐志亮)

济济南南农农商商银银行行““信信ee贷贷””实实现现自自助助快快捷捷办办贷贷

财金资讯

A08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胡淑华 组版:刘静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