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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

积积极极开开展展““金金融融知知识识进进课课程程””活活动动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陈天彪
余洋) 为积极推动金融知识
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作，
将金融知识纳入小学校本课
程，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
菏泽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
从今年10月以来，在郓城县、成
武县、定陶县的4所小学相继开
展了“金融知识进课程”活动，
共赠授了菏泽市金融消协编制
的《小学生金融教育读本》3000
余册。

开展小学生金融教育读本
进课程活动前期，人民银行菏
泽市中心支行、菏泽市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协会按照分行工作
计划，结合小学生特点，以通俗
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编制印
发了7000册《小学生金融教育
读本》。

随后，县人民银行与县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积极配

合，联系并筛选小学，在不影响
学校课程教学、不让学校承担
任何费用情况下，组织四年级
以上学生进行赠书讲课。在郓
城县东关小学的开课仪式上，
菏泽市中心支行党组成员、工
会主任孟宪彦同志参加了活动
开幕式，并对今后金融与教育
部门联合加强金融知识教育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人行相关职
能科室同志向同学们介绍了人
民币基本知识，并讲解了人民
币真假鉴别的简便方法。讲解
内容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
针对性，而且生动活泼，充满了
趣味性。

此次活动先后在郓城县、
成武县、定陶县的4所小学开
展，1500名小学生参加，赠授了

《小学生金融教育读本》3000余
册。通过开展小学生金融教育
读本进课程活动，菏泽市中心
支行和各县区小学生建立了共

同开展教育宣传活动的长期协
作机制，下一步将积极与市教
育局结合，持续开展金融知识
进课程活动，丰富同学们的社
会知识，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养
成良好的诚信行为和习惯。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通讯
员 张宝生) 为进一步加强
离退休党支部党建工作，切实
以党建工作引领离退休党支部
工作的各项开展，11月19日，工
行菏泽分行组织部分离退休党
员以“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为
主题开展了党员学习日活动，
收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该行党委高度重视，分管
领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王忠
轩出席了会议。会上，该行纪委
书记王忠轩首先向大家通报了
近期全行的业务发展及经营情
况并着力宣传了总省行关于开
展“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专题
调研的目的和意义。同时，传达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

的十九大报告相关内容。
参加座谈的离退休人员紧

紧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
伟大成就，畅所欲言。退休老干
部原副行长张世林，原纪检书
记常胜林，原办公室副主任张
波等退休老干部纷纷争先发
言。座谈会气氛融洽，取得圆满
成功。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通讯
员 刘青) 为认真开展2018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
识进万家”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发动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非
银行支付机构积极参与“金融
知识普及月”宣传教育活动，推
进辖区“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深入开展，人民银行菏泽市中
心支行组织开展2018年“金融
知识普及月”主题新媒体作品
大赛。辖区共51家金融机构参
与活动。

此次大赛的宣传作品以
2018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为主题，各参赛机构围绕宣传
主题，精心制作1件新媒体宣
传作品。各机构提供参赛的宣
传作品内容应当与本单位所
属行业业务有关，要确保内容
丰富，图文并茂，格式统一，语
言通俗易懂，易于传播宣传。
宣传作品可以自行选择美篇
等新媒体形式制作，要确保能
够通过手机微信或者互联网
络传播，且能够有效显示点击
浏览数量。新媒体宣传作品应
积极组织转发宣传，依据点击
浏览量，结合作品内容评选优
秀参赛作品。

经过一个多月的网上统计
和评选，“金融知识普及月”主
题新媒体作品大赛评选活动圆

满结束。活动共评选出18件优
秀作品，其中一等奖3件，二等
奖6件，三等奖9件。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崔文
韬 叶永卫) 日前，“兴业
105俱乐部首届健康跑菏泽
站”活动在曹州牡丹园如期
举行，该行在活动的各个环
节巧妙嵌入了防范金融诈
骗、消费者权益保护、国债发
行销售、人民币反假等金融
知识宣传，取得显著成效。

“兴业105俱乐部首届健
康跑菏泽站”活动是兴业银
行菏泽分行在兴业银行济南
分行、中国人民银行菏泽市中
心支行、菏泽市体育局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积极筹备的一
次全民健身活动，吸引了众
多跑步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活动过程中，该行巧妙
嵌入了金融知识宣传。不仅
在活动主席台、签到处等显

要位置悬挂了“购买国债，利
国利民”、“反假货币，人人有
责”等宣传横幅，营造宣传氛
围。在活动签到期间，组织人
员还向签到的各位参赛选手
发放各类宣传折页，内容涵
盖了如何识别非法金融广
告、如何收好“钱袋子”、防范
民间数字货币风险、了解支
付结算基础知识、反假货币、
购买国债等群众最为关心的
金融知识和常识，受到参赛
选手和参观群众的广泛欢迎
和关注。

整个活动期间，共发放
宣传材料400余份，接受现场
咨询百余人次，既做好了金
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宣导
了全民健身理念，又向社会
充分展示了兴业银行的社会
担当和社会责任。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
者 董梦婕) 为进一步金
融知识宣传普及工作，阳光
人寿菏泽中支在菏泽市人民
银行号召及总、分公司的工
作安排下，积极组织辖区内
机构开展各项宣传活动。

阳光人寿菏泽中支及各
营业区通过LED屏、悬挂条
幅、张贴海报等各种方式，营
造宣传氛围，并组织员工走

向街头，发放宣传折页1000
余份。活动中，菏泽中支员工
主动向消费者介绍了阳光人
寿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
面的有益做法，耐心细致讲
解金融知识要点，特别是对个
人金融信息保护、人民币防伪
识别、非法金融广告、防范互
联网金融诈骗、电信诈骗等相
关的金融知识进行宣传解答，
金融消费者反馈好评不断。

工行菏泽分行

离离退退党党支支部部开开展展党党员员学学习习日日活活动动

““金金融融知知识识普普及及月月””主主题题
新新媒媒体体宣宣传传作作品品大大赛赛落落幕幕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借借全全民民健健身身平平台台普普及及金金融融知知识识

阳光人寿菏泽中支

开开展展““金金融融知知识识进进万万家家””活活动动

中国银行菏泽分行

举举办办青青年年员员工工思思想想状状况况调调研研座座谈谈会会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通
讯员 毕涵) 日前，中国银
行菏泽分行组织开展“做知
心人 听青年说”2018年青
年员工思想状况调研，深入
了解该行青年员工思想状
况，倾听青年员工的个性化
需求和建议。

会议由菏泽分行团委副
书记尹茂书主持，青年员工代
表围绕新战略传导、价值观宣
导、青年成长、机制/平台建
设、青年思想状况以及共青团
工作、建言献策等七大主题，

分别从践行价值观、《青春中
行》感想、青年智库、共青团活
动、投稿宣传工作、一件最有
成就感的事、岗位经历、心路
历程等角度纷纷展开发言，会
议现场气氛热烈。

分行团委书记白艳丽结
合自身经历与在座青年员工
面对面交流，倾听青年员工
所思所想，当面解答困惑，疏
导心理压力，鼓励青年员工
坚定信心，锐意进取、踏实工
作，为分行各项事业发展多
做积极贡献。

一等奖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2 .华夏人寿保险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3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二等奖
1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菏泽办事处
2 .巨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4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分行
5 .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6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三等奖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
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3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6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9 .威海城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金金融融知知识识进进课课程程””活活动动开开展展。。“金融知识进课程”活动开展。

人人民民银银行行菏菏泽泽市市中中心心支支行行工工

会会主主任任孟孟宪宪彦彦向向学学校校赠赠授授《《小小学学生生

金金融融教教育育读读本本》》。。

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工

会主任孟宪彦向学校赠授《小学生

金融教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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