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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已至， 为切实做好冬季
安保工作，针对冬季风干物燥、用
电负荷大， 易发生火灾等安全隐
患，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积极采取
多项措施， 强化安全保卫工作力
度，确保全行平稳运营。

一是强化宣导教育， 提高安
全意识。 利用全员学习时间，集中
对全行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时刻绷紧“安全第一”这根弦，
提高全行员工的安保防范意识；
二是进行全面排查， 排除安全隐
患。 针对冬季气候特点对营业大

厅、办公楼、ATM等自助设施的用
电线路进行检查， 及时更换消防
器材， 同时要求全行员工在每日
营业终了及时关闭电脑等设施电
源，做到防患于未然；三是加强预
案演练，提高应变能力。 分行结合
以往案例经验教训， 有计划的组
织员工进行防火、防暴、防抢等应
急演练，同时对灭火器使用、疏散
撤离、 安全设施操作及维护等进
行实地培训，做好处置预案，过演
练学习进一步提高员工对突发事
件的快速反应和应对能力。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多措
并举确保冬季安全运营

2019年新年到来之际，2018年度
莒县县直企业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奖励金陆续发放到位。 县五金
厂退休职工宋女士激动地说“儿子快

结婚了，正是用钱的时候。 多亏
了这笔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奖励，要不然还得出去借
钱”。

为落实企业退休职工独生
子女父母发放奖励费的相关规定，将
计生奖励政策落到实处，11月18日，县

卫计局召开了县直单位卫计主任会议
进行专题安排部署。各单位广泛宣传，
在居民小区和单位张贴了通知， 并通
过微信等方式下发通知， 做到政策家
喻户晓。申报过程中，县卫计局县直科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前来报名的每一位
企业退休职工，认真核实相关证件，耐

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并逐户核实
情况，确保本次发放工作顺利进行。

据了解， 本次发放的对象是2017
年度企业退休的独生子女父母， 全县
共有 128名县直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到
该项奖励政策， 发放金额共计 224万
元。 （史继粉）

近日， 为持续推动金融消费者知
识普及， 着力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
质和安全意识，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营
业部利用宣传扫街的空隙， 积极开展

周边商户金融知识宣传工作， 向周边
商家讲解人民币金融基础知识、 防止
网络诈骗、等注意事项，引导金融消费
者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避免盲目投资，增强金
融安全意识，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
为助力普惠金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
用，获得商户的一致好评。

2018年12月28日下午，潮河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党员老兵调解室”挂
牌成立，县司法局分管领导孟祥君出
席挂牌仪式。

潮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党员老
兵调解室”主要由在潮河司法所工作
的4名退伍党员老兵组成， 是潮河镇

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探索新时
代“枫桥经验”、创新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方式的新举措。

孟祥君同志表示：退伍党员老兵
在人民调解方面有着自身独特优势，
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可以更好地做
一名称职的“和事佬”。

“党员老兵调解室” 的成员们也纷
纷表示，“党员老兵调解室” 的成立，是
对其自身工作的充分肯定，自己一定珍
惜荣誉，在调解工作上继续展示军人风
采，不忘初心，坚持本色，积极发挥调解
优势，为维护潮河镇的和谐稳定发挥积
极作用。 （丁学星 金美红）

五莲县潮河司法所挂牌成立“党员老兵调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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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商银行日照分行营业部积极开展金
融知识宣传，助力普惠金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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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分行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消除火灾隐
患，临商银行日照分行积极开展冬季
消防安全工作，为全行安全稳健运营
提早做好防范。

一是加强领导，落实消防安全责
任。 分行领导高度重视，全面落实消
防安全制度，安全保卫负责人加强对
全行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与检查，切
实杜绝火灾等事故发生， 消除隐患，
确保分行安全运营。

二是优化配置，加强设备检查力

度。 分行对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
备进行检查优化， 更换失效灭火器；
对各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指示灯
进行巡检；检查火灾显示盘运行运行
情况，确保所有消防设备均能正常使
用。

三是强化执行，定期组织开展消
防演练。员工轮流在安全员的带领下
使用灭火器扑灭燃着物，通过实战演
练，增强员工的实战能力，切实提高
分行冬季消防水平。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全面
做好冬季消防工作

分流绕行预案
◆日兰高速零点收费站分流绕行

预案
1、当发生交通拥堵超过2公里时，协

同相关部门， 利用高速公路路网实施交
通诱导， 引导车辆向具备绕行条件的高
速公路或国省道分流和绕行。

2、当发生交通拥堵超过3公里时，将
根据指令，全面启动应急预案，在拥堵路
段附件的高速公路入口， 会同路政等部
门，采取分流、限流等措施，禁止大型货
运车辆进入高速公路， 营运客车与私家
车优先通行，减少进入主线的车流，缓解
交通压力。

3、日兰高速零点至20公里路段，要
立足防堵，协同相关部门，对车辆流向、
车型结构比例、 车流时间分布进行分析
评估，精确计算交通流临界点，采取提前
预防诱导、限流控流分流等控制措施，最
大限度减少长时间、长距离的拥堵发生，
保证零点收费站畅通。

4、路口堵塞较小时，视情分流大型货
车，营运客车与私家车辆优先通行。

5、路口堵塞较大时，视情分流全部
车辆，关闭入口。

6、上行时，如堵塞较小，由旭阳路路
口分流；如堵塞过大，由204国道分流。

7、下行时，如堵塞较小，由日兰沈海
立交桥分流至日照北收费站或疏港收费
站下高速；如堵塞较大，由西湖收费站直
至龙山收费站分流。

◆沈海高速岚山出入口分流绕行
预案

1、 交警岚山大队在沈海高速岚山
出入口与342省道路口设置1个分流点，
如遇因恶劣天气或发生重大事故沈海高
速省界出入口封闭发生拥堵， 适时对高
速出入口附近停放车辆进行清理， 对高
速出入口车辆向342省道或204国道分
流、疏导。

2、协调交警岚山大队在204国道汾
水十字路口设置1个分流点，如遇沈海高
速岚山出入口发生拥堵情况， 适时对从
该路口经过的车辆向鲁苏交界处或日照
方向进行分流、疏导。

◆沈海高速转日兰高速匝道分流

绕行预案
1、沈海高速(连云港方向)转日兰高

速(临沂方向)匝道口发生交通拥堵时，高
速交警支队增派警力加大对该路口的指
挥疏导。

2、路口堵塞较小时，视情分流大型
货车， 营运客车与免费通行车辆优先通
行。 指挥大型货车继续前行至下行匝道
口驶出零点收费站， 然后调头驶入日兰
高速直行，避开堵点。

3、路口堵塞较大时，组织警力从零
点收费站、疏港收费站同时分流。从疏港
收费站分流下高速的车辆， 可从疏港收
费站调头上高速，转沈海高速青岛方向，
然后转日兰高速临沂方向，避开堵点。

4、路口堵塞严重时，采取分段、分车
道放行措施，保证车辆正常通行。同时在
来车方向提前分流至日照北收费站下高
速。去往连云港方向车辆沿204国道南行
至零点收费站或疏港收费站上高速；去
往临沂方向车辆（仅限小型汽车）沿旅游
大道西行至龙山收费站，或沿335省道西
行至西湖收费站上高速。

5、采取分流措施时，要及时通知可
能造成辖区车流量增加的东港、 莒县交
警做好应对。

◆日兰高速转沈海高速绕行预案
1、因车流量大，日兰高速（日照方

向）转沈海高速互通立交匝道口发生交
通拥堵时， 高速交警支队增派警力联合
高速路政、高速集团等部门，加大对该路
口的指挥疏导。

2、路口堵塞较轻时，采取分车型限
制通行措施：限制七座（含）以下小型客
车驶入互通立交匝道口，引导其直行2公
里由零点收费站下高速， 然后调头重新
驶入高速，避开堵点；其他车辆根据现场
情况决定是否允许驶入互通立交匝道。

3、路口堵塞较重时，封闭互通立交
匝道口，引导所有车辆直行2公里下高速
调头。 在日兰高速公路主线对来车方向
进行控制， 引导车辆自西湖收费站或龙
山收费站提前下高速，缓解拥堵压力。

分流疏导时，零点收费站将增开道
口，最大限度满足车辆通行需要。 同时，
将通过执勤人员现场指挥、 增设提示标

牌、语音广播、电子显示屏提示等方式，
对驾驶人进行引导。

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路段
团雾易发路段

◆G15沈海高速
1、 K725公里--K727公里
2、K740公里--K744公里
3、K748公里--K752公里
4、K758公里--K760公里
◆G1511日兰高速
1、K18公里--K20公里
2、K36公里--K40公里
3、K49公里—K58公里
4、K66公里--K68公里

施工路段
◆G1511日兰高速往兰考方向

K008+800、K009+100处因桥梁施工，请
按指示标志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施工路段采取的措施：按照国标
要求摆放标志标牌， 派专人安全监管巡
视。 按照信息发布要求发布相关路况信
息。 （孔羚源）

元旦丨日照高速交警发布出行安全“两公布一提示”

为答谢客户长期以来对临商银
行的信任与支持，临商银行日照分行
于2018年10月13日开展个人高端客
户答谢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我行高端客户与
自己的孩子一同体验了DIY蛋糕的乐

趣，在享受休闲欢乐的同时，分行领导
对高端客户一路的支持表达了诚挚的
谢意， 以及进一步携手合作互惠共赢
的美好愿景，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客户
反应热情高涨， 答谢会取得了预期效
果。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拉近了银
行和客户的距离，有效巩固了优质客
户群体，使客户对临商银行产品有了
更深的了解和认知，为我行今后的产
品营销和业务拓展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临
商银行日照分行高度重视安全保卫
工作，不断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为分
行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一方面强化思想认识，健全内控
外防机制。 通过加强学习，切实落实
各项规章制度。利用每周学习日组织

学习相关文件，提高员工安全保卫意
识；另一方面严格组织检查，督导落
实到位。 对全行的监控设备、消防设
施、报警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确保
所有安防设备正常运行。 做到早发
现、早防范，消除隐患，切实做到安全
稳健经营。

为进一步促进服务意识的提升，
提高服务质量。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营
业部，从抓好服务管理入手，积极接
受客户服务质量监督，积极了解客户
对网点服务的满意度，虚心听取客户
的宝贵意见， 努力做好服务工作，确
保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一方面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
意识。 营业部利用晨会对次日的服务
工作进行点评，调动各岗位人员做好
服务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日常服务
工作的有效开展，努力打造和谐的经
营环境。

另一方面加强服务监督力度，促

进服务质量提升。 为加大客户监督力
度，推动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及时对
意见箱、意见簿中客户提出的意见进
行反馈，大堂经理现场解答，接受客
户的监督， 自觉做好客户的服务工
作。 努力打造和谐的经营环境。

为增强社会公众对反洗钱和恐怖
融资的认识，普及反洗钱知识，临商银
行日照分行积极组织开展反洗钱宣传
活动，搭建宣传平台，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反洗钱专题宣传活动。

一是通过开展员工培训的方式

提高前台工作人员的反洗钱技能和
水平；二是在厅堂宣传架醒目位置摆
放反洗钱宣传折页，积极向客户讲解
倒卖银行卡、洗钱以及恐怖融资活动
的危害；三是通过反洗钱知识进校园
的宣传形式，向在校大学生发放反洗

钱答题小礼品，引导学生在进入社会
之前养成良好的反洗钱意识。

反洗钱宣传活动使社会公众充
分认识到了洗钱活动的本质危害，增
强了自身风险防范意识，为下一步开
展反洗钱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成功举办个人
高端客户答谢活动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多措并举做好服务工作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开展反洗钱知识宣传活动

临商银行日照分行多措
并举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