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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网点筑起“爱心驿站”

今年5月份起，齐鲁银行在
行内网点设立 1 1家“爱心驿
站”，作为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驻
足、歇脚、补给的场所，用行动
为户外人员提供了歇脚避雨的港
湾。

环卫工、出租车驾驶员、交
通警察、市政维修工人、绿化
工人、快递员、送餐员等户外
工作人员，平日工作较为辛
苦，不论日晒雨淋，还是严寒
酷暑都得坚守岗位，城市的文
明离不开他们。为了让户外工
作人员累了可以歇歇脚，渴了
可以喝杯热水，严寒酷暑、刮
风下雨有个避风港，齐鲁银行
营业网点辟出专门区域，并为
他们配备了休息桌椅、微波
炉、饮水机、手机充电器、工
具修理箱、报刊书籍、应急药
箱、提供免费wifi及其他服务设
施，用爱心筑起温馨港湾。

齐鲁情怀，社会温度。
“爱心驿站”不仅提供必要的
设施，还有营业网点服务人员的
热心服务。网点建立日常维护制
度，并设置专职值班人员，明确

责任人及服务人员负责维护驿站
的服务设施和日常接待，他们怀
着“在户外他们服务我们，在网
点我们服务他们”的服务理念，
主动对每一位到网点寻求帮助的
人员提供热情细致周到的服务。
他们会为户外工作人员的水杯添
满水，会帮助歇脚的他们热饭，
他们如遇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服
务人员会递上药物，为他们送上
一份温暖。同时，齐鲁银行充分
盘活爱心资源，爱心驿站的厕所
全部对公众开放，为文明城市再
献一份力量。据齐鲁银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爱心驿站提供的服务
设施将根据户外工作人员的实际
需求不断升级，为更多有需要的
人提供更多、更有效和更有温度
的帮助。

寒风中等待失主

“太让我感动了，传递正能
量，感谢好心的杜女士，好人必
有好报。”11月29日，王先生写
下的这句感谢刷爆了朋友圈。原
来，在11月29日下午六点，王先
生在回家路上接到了一通陌生的
电话，询问他是否丢了钱包，他

下意识摸了下侧兜，才发现装有
7500元现金、银行卡、驾驶证的
钱包真的不见了。

捡到钱包的这名女士叫杜然
然，是齐鲁银行一名普通员工。
她捡到钱包后，通过证件上的信
息，联系到了失主王先生，担心
他找不到，就一直在寒风中原地
等待。杜然然说：“当时他很激
动，拿出来一沓钱给我。我肯定
不能要，一分也不能要，这就是
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在齐鲁银行，像杜然然这样
以爱心奉献社会的青年员工还有
很多很多，他们一直用行动传递
正能量，为这个城市再添温度。
2019年4月27日，作为历下公益
银行的爱心企业，齐鲁银行历下
分行举行了青年先锋志愿服务队
成立仪式，并开展志愿爱心行活
动。

历下公益银行作为济南市历
下区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能有
效地搭建起齐鲁银行参与社区志
愿服务的平台。银行从业人员作
为志愿服务队加入到历下公益银
行平台之后，将充分发挥市民银
行的优势，贡献金融从业者的智
慧，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当
中去。

关爱儿童成长

今年11月份，第25所齐鲁银
行“爱心图书室”落户潍坊市临
朐县沂山小学。11月5日，齐鲁
银行向学校 捐 赠 了 爱 心 图 书
2000余册，并送去了对孩子们
的诚挚祝福。据了解，2012年9
月，由齐鲁银行发起的“为乡
村孩子捐一本书”活动正式启
动，在7年时间里，齐鲁银行在
山东菏泽、济南、青岛、聊
城、德州、泰安、东营、日
照、滨州、临沂、潍坊11个地
市，共捐献 2 5所“爱心图书
室”，捐献各类图书逾5万册，
价值超50万元，间接惠及当地
近30万少年儿童。

除了倾力乡村儿童的身心
发展，为他们送去精神食粮，
齐鲁银行还切实关心城市儿童
的成长，为他们提供正确的金
融观、理财观。齐鲁银行领秀
城支行自成立以来，以“关爱
儿童成长”为宗旨，不仅在外
立面设计增加儿童特色元素标
识，还定期举办儿童金融系列
活动，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一
致好评，可以说是济南市首家

儿童主题的特色银行。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领

秀城支行青年志愿者们及支行
爱心客户共40余人，首先来到
位于济南南部的“布谷鸟特需
儿童之家”，为儿童之家的残
障、困难儿童送上了精心准备
的礼物，并表演了精彩的节
目，陪伴这些“折翼天使”度
过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随后在济南市二仙村留守
儿童小学，他们为家庭困难的
孩子们送去书包、文具和日常
生活用品，为学校爱心图书室
捐赠图书，让留守学校的孩子
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徜徉在知
识的海洋，依靠勤劳和努力早
日实现自己的梦想。活动中还
开展了一堂特殊的“户外实践
课”，让来自城市的孩子们拿
起铲子、水桶，在田间播种、
浇水，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乐
趣，也让孩子们体会到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教给孩子们学会珍
惜、学会感恩。

今年国庆前夕，齐鲁银行领
秀城支行又举办了大型沙画创作
活动，邀约30组家庭用五彩缤纷
的沙子共同绘出爱国画卷，送上
对祖国母亲的祝福。

齐鲁银行用温度和情怀践行社会责任

秉承“市民银行”职责，爱心服务反馈社会
“在户外他们服务我们，在网点我们服务他们。”为了方便户外工作者驻足歇脚，齐鲁银行今年在行内网点设立的“爱爱心

驿站”让人眼前一亮，这是齐鲁银行秉承“市民银行”的责任、爱心服务反馈社会的又一重要举措。齐鲁银行作为根植植于齐鲁

大地的金融机构，在充分发挥金融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将践行社会责任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

为强化辖内企业债券
融资意识和能力、营造辖
区良好的债券融资氛围，
11月28日，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举办山东省债务融资工
具宣讲活动，推动山东省
债券市场业务健康加快发
展。辖内各主承销机构、部
分企业代表、人民银行分
支机构等120余家单位相
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中，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办
公室及市场创新部专家
讲解了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的相
关政策和及全流程，对债
务融资工具新产品、新政
策进行了重点解读。此次
活动对增强承销机构和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政策
运用能力、拓宽企业融资
渠道、助力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在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大力推动下，山
东省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稳步发展，实现连续创新
突破和总体快速推进。全
国首单扶贫社会效应债
券、全国首单新旧动能转
换债券、2单绿色债务融
资工具、5单“民营企业债
券融资支持工具”、全省
首单扶贫票据先后在山
东落地，为重点领域行业
提供了长周期低成本资
金支持。

截至目前，山东省存
续债务融资工具5132亿
元；2019年以来，全省共
发行2849 . 4亿元，存量
和增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为拓宽省内企业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助力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 张頔)

乐陵市杨安镇组织
部分人大代表，前往解
家、前董、冯辛庄三个省
级贫困村，开展帮扶活
动，共走访21户贫困户。
每到一户，人大代表都详
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
信息、身体健康状况、致
贫原因、收入水平、大额
支出等情况，根据每户致
贫原因和家庭情况，了解
贫困户的脱贫需求。

代表们鼓励村两委

积极发展适合本村情况
的产业，带领群众早日脱
贫致富。同时，要加大宣
传，动员更多社会力量、
爱心人士要参与进来，尽
快脱贫致富，为精准扶贫
工作添砖加瓦。杨安镇人
大主席石洪梅表示，作为
人大代表，今后一定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更多地关
注弱势群体，他也希望能
有更多人参与到精准扶
贫上来。 (李洋)

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稳步发展

杨安镇组织人大代表走访贫困户

根据淄博日报旗下公号“掌中淄博”的报道，11月
25日、26日两天中，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一行分别拜会
了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副书记安钰峰和清华大学
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就建设国际智库、齐文
化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学生实践基地建设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并
向两校大学生分别作了推介淄博的演讲和招引人才
政策宣讲。

区别于传统的官方语境，在演讲中江敦涛说，淄
博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是一座城市价值被严重
低估的城市，也是一支没被足够重视的潜力股，更是
一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佳发展合伙
人，诚邀两校师生走进淄博、读懂淄博、爱上淄博、筑
梦淄博，做淄博城市发展合伙人，共享机遇红利。

体现在字里行间的这种有诚意和有温度的沟通，
不出意外地得到了这两所中国最顶尖高等学府学子
们的“热烈欢迎和踊跃回应”。淄博电视台《淄博新闻》
的电视报道画面显示，11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
展中心新东方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就连报告厅两旁过
道及出入口都站满了学生。

显然，有温度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对学生的内心
更具“杀伤力”。

而被感染的不仅仅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掌中淄
博”在11月27日的报道中，便醒目地使用了《到中国最
高学府招贤纳士，淄博“招聘天团”走进清华北大》这
样一个标题。

据官方总结的信息，淄博共组织58家事业单位、26
家企业并统筹639个事业编制岗位参加此次“名校人
才特招行动”。推介会上，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硕士、本科生1700余
人到现场咨询洽谈，427人现场达成了工作意向。

北京寒冷的天气里，在中国最顶尖学府的这两场
招才引智活动，同样也获得了淄博民间声音的好评。

而几乎与此同时，11月27日的淄博青商大会上，淄
博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海田在做主旨演讲时，亦用较
大的篇幅向来自全国各地的330余名青年企业家和专

家学者，介绍了淄博在引进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引进
高端产业人才、引进高校毕业生、人才创业金融支持、
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最新出台的升级版的重磅政策。

过往城市发展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影响一座城市
未来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人。这
或许是淄博官方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发力

“抢人大战”的初衷所在。
事实上，这段时间以来，淄博在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和改变，其目的就是要重
新建立起对资源要素的吸附力。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淄博GDP
完成3860.28亿元，实际增速3.0%，低于全省5.4%的平均
增速，在16市中排名倒数第二。而GDP名义增速方面，
淄博前三季度却为—1.0%，是全省唯一一个负增长的
城市。

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淄博重化工业的经济结
构，一直在城市中居于主导位置。

对一座城市而言，如果没有人才的支撑，就将很
难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很难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甚至会在新一轮竞争中处于不
利的局面。

市委书记亲自带队北上“抢人”和最强版本的“人
才金政37条”，便非常恰当地反映了当下老工业城市
在转型上所面临的人才“焦虑”。

而面向未来，百名博士、千名硕士以及三年新引
进10万大学生计划的实施程度，或许将深刻影响淄博
的转型速度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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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论随笔栏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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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淄博发布涉及5大部分37条具体内容的最强版
本的“人才金政37条”，部分政策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而就在前几天，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率团专程赴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开展名校人才特招活动。市委书记亲自带队“抢
人”这在山东还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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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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