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放下武器！双手放在脑后抱头！”近日，一场气氛紧张、硝烟弥漫的防抢应急预案演练在
津市农商银行营业部展开。此次应急预案演练模拟案情设定为一名身穿红色夹克，头戴面具的男
子，尾随一名存款女客户进入营业大厅后突然实施抢劫。面对逼真的场景，营业部员工经过积极
有效的应对，最终在短时间内与“歹徒”对峙至110干警赶到，齐心协力成功将“歹徒”制服。

本报通讯员 毛先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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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国寿启动“湖南国寿员工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裴滨）3月24日上午，中国人寿

常德分公司（简称“常德国寿”）启动“湖南国寿员工
日”活动，以积极践行“员工至爱”的企业文化理念，共
同打造常德国寿幸福家园。

启动仪式上，省公司业务总监、常德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陈吉瑞进行了活动致辞；兴趣小组组长
代表宣读了倡议书。陈吉瑞强调，“湖南国寿员工日”
活动是一件新事，也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实事。他
要求，活动要新事新办，认识到位；要好事办好，宣导
到位；要实事办实，落脚到位。

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在影院集体观看了
《厉害了，我的国》。

“财鑫”与财富证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赵侗芳 朱爱娟）

近日，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财鑫”）与财
富证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负责人就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进行了深入友好的商谈。

今年以来，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财富证
券债券融资部开展了多次成功的业务合作，已签约项
目1个，担保总额达4亿元；达成合作意向项目20个，
担保总额达85.5亿元。未来双方还将在股票质押融
资担保、债券发行、资产增信、产业投资以及PPP等更
广泛的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常德财鑫金控
集团董事长余俞表示，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财富证券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专业担保机构与证
券公司互助互信的良好体现，它标志着双方进入到了
紧密合作、共谋发展的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彭沙
诗 周梓航）通过农行掌银领取优惠券至
河街指定商户刷卡消费，便能享受 200
或 100 元内一折消费；通过微信扫描农
行智慧二维码支付，只需一元便能购买
特色小吃一份。3月26日，农行常德分
行与常德河街商户联盟签署“智慧常德
河街”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开展优惠狂
欢夜活动。

近年来，农行常德分行作为国有控
股大型商业银行，打造了“你需要，我都
在”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品牌，为客户提

供了全方位、智能化的贴身金融服务。
2017年，农行湖南省分行与腾讯公司等
合作建设推广的“互联网+”智慧城市、
智慧乡村项目在全省推广，农行常德分
行首选河街作为合作方，积极推进“智
慧常德河街”建设。据了解，“智慧常德
河街”是基于农行“智慧支付平台”实现
聚合支付与营销服务，并通过农行、商
户共同让利的长期和短期优惠活动，共
同打造更智能、更便捷、更受老百姓欢
迎的常德河街，进一步促进常德河街商
业发展。

活动当日，现场有礼、有奖问答、商
户颁奖等内容丰富，优惠狂欢夜活动规
则及流程宣讲、合作商户主打产品及美
食攻略介绍等得到商户和客户的好评。
25家河街商户积极参与农行狂欢优惠活
动，1500名客户现场体验“一折嗨吃”和

“一元嗨吃”优惠狂欢活动，河街人气火
爆，客户纷纷点赞。

农行常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蒋祁
表示，今后，农行常德分行将进一步优化
智慧消费的移动支付场景，继续以市场、
以客户为导向，与河街商户上线更丰富

优惠的活动，为市民提供更优质高效的
服务，积极助力“智慧常德”建设。

农行常德分行携手商户打造“智慧常德河街”
■ 1500名客户现场体验“一折嗨吃”“一元嗨吃”

农发行常德分行为棚户区改造“加油”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罗先国 丛鹏飞）

近日，记者从农发行常德分行获悉，该分行多措并举
加强营销棚改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效。1至3月中
旬，累计营销棚改项目10个，已批待放项目2个，棚改
贷款余额90亿元。

今年来，该分行突出重点，将棚改业务打造成低
风险、稳回报的优势品牌，在去年营销149亿元的基
础上，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目前棚改项目中营销入库7
个，调查审查1个，发放2个。同时，进一步强化措施，
针对部分棚改空白行，成立“百日竞赛”工作领导小
组，积极开展高层营销，目前辖内9个支行（部）全部
实现有效投放。此外，实行精准发力，根据各区县项
目进度，按照“成熟一批、申报一批”的原则，简化办事
流程，开通“绿色通道”，加快项目申报效率，为支持常
德城中村改造、城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太平财险“商业三者限额翻倍产品”
成功上线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邱红铃）经过测
试、验证，近日，太平财险车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法
定节假日限额翻倍产品成功上线。

太平财险车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法定节假日
限额翻倍产品主要适用于家庭自用车辆，在国家规定
的节假日商业三者险限额将翻倍，能有效满足广大车
主在节假日出行的保险保障需求，是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新近推出的行业示范产品。按目前确定的产品价
格，以深圳地区为例，商业三者限额由 50 万增加至
100万相应的保费仅为169元，是一款保障高、价格优
的好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湖南省政府
制定价格听证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市城区出
租车经营企业提出申请，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我
委拟于近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召开常德市城区
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现将征集听证会参
加人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参加人及旁听人员产生方式
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共 22 名，另设旁听人员

3 名。
我委将根据报名情况，按照广泛性和代表性

的原则确定各方听证代表，并在听证前15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听证代表，同时送达有关听证材料。

二、报名条件
1、常德市城区常住人口，年满 18 周岁，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就听证事项客观发表意
见，阐明理由、并按时全程参加会议，遵守听证会
纪律。

2、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

份、职业等）。
3、了解常德市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等相关

情况。
三、报名办法
凡有意成为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和旁听人员

者，可在2018年4月10日前（节假日除外），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到常德市发改委行政许
可办报名。地址：人民东路607号市政务中心四
楼，联系人：汪丽君，联系电话：0736-7258723。

四、记者席设置安排
本次听证会设记者席 6 个，有意参加的新闻

媒体可在 4 月 10 日前，持有效记者证及复印件，
到常德市发改委价格调控科报名。地址：常德
市政府二号楼606B，联系人：李霏霏，联系电话：
0736-7256813。

特此公告
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3月30日

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征集市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参加人的公告

以“立足本土、服务社区、
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2017
年的全市农商银行坚持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在
产业立市发展大潮中，奋发作
为，破浪前行，各项工作呈现
了新气象，展现了新作为，截
至 2018 年 2 月末，全市农商
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 704.34
亿元，其规模效益领跑全市
银行机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商行发展利好，加上市委、
市政府提出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的发展战略，常德新的经济
增长点相继涌现，经济规模稳
定保持在全省前三位，经济稳
中有进的态势，让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依然强劲，发展潜力
巨大，这都将为全市农商行提
供更多的发展机遇。”3 月 26
日，在全市农村商业银行2018
年工作会议上，省联社常德办
事处党组书记、主任周文学表
达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坚持
转型发展，始终是农商银行的
首要之务。而回归本源、改革
创新、行稳致远、文化传承以
及坚持党的领导则是农商银
行的发展之基、动力之源、长
久之道、企业之魂、立足之本，
做好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全市农商系统必须牢牢
把握“六个坚持、六个始终”的
发展定向。

2017 年是我市完成农商
行组建后齐步前行的开局之
年，全市农商银行金融服务迈

出新步伐，突出“做小做散”的信贷供给方向，重点向
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扶贫领域和“三小”客户群倾
斜，全年累放各项贷款 288.90 亿元。建立金融扶贫
服务站259个，推进农村电商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
点、金融扶贫服务站“三站融合”，还推出了“双创贷”

“光伏贷”等6个信贷产品。在风险防控上，整合完成
远程授权中心、联网监控中心“两大平台”的监督功
能，通过定期组织信贷检查、开展“压不良、控风险”
攻坚活动等措施，使信贷经营行为更规范。

另外，全市农村商业银行持续深化党建工作，把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一岗双责”落实到位。企业文化持续升
温，开展了“优化服务、亲近客户、创先争优”主题活
动，创建基层“五小”建设示范网点。通过一系列活
动，常德农商银行获市级“文明单位”“十佳优秀企
业”；石门农商行获全国“支农支小服务示范单位”；
临澧农商银行获“最美农信人”服务礼仪大赛一等
奖、“省级青年文明”“全国三星级网点”。

围绕“回归本源主业、强化管理主责”总目标，
2018年全市农商银行将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控险”
主基调，坚持转型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要求，突出“机构”优势，打造发展新高地；突出

“转型”引领，培育发展新动能；突出“发展”主题，开
拓发展新空间；突出“管理”规范，提升发展新优势；
突出“内控”严密，筑牢发展新防线；突出“党建”统
揽，增强发展新活力，全力推动全市农商银行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为助推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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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常德移动公司召开《厉害了，我的国》
观影座谈会，来自全市各党支部的28名党员及群众代
表参加了会议并交流了观影感受。

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在全国院线震撼上映，以全
方位的视角深层次地展现了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自影
片上映以来，常德移动公司高度重视，将此次观影作
为“不忘初心”主题活动的一部分，广泛宣传发动，下

发通知安排全市各党支部组织观看纪录片《厉害了，
我的国》，各支部多措并举，在全公司掀起爱国主义宣
传教育的热潮。公司14个党支部354名党员、287名
员工观看了影片，并积极撰写观影心得。

在本次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争相表达内心
的强烈震撼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并结合公司改革发
展实际和自身工作生活的体验，畅谈观影体会，交流
今后打算，激动和自豪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中国
路、中国桥、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打造出闪亮
的中国名片，汇集成中国奇迹，彰显出中国精神，传递
着中国能量，增强了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信心和决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国奇迹也是奋斗
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靠
实干奋斗，要立足本职推进领先发展战略……与会人
员一致表示，要将观影之后的震撼、自豪、自信、责任、
奉献都转化为今后工作中的动力，弘扬“中国精神”，
撸起袖子加油干，开启奋斗人生的新征程！

公司号召全体员工，在当前的机遇下，找准差距，
奋发努力，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契机，立足
本职岗位，爱岗敬业奉献，实现人生的价值，进一步提
高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以实际行动为公司的进
一步发展壮大做贡献，为祖国的强大添砖加瓦。

（王兴）

常德移动公司召开《厉害了，我的国》观影座谈会
陈年茅台征集价格表

2008年-2005年 2300元-2600元

2004年-2001年 2700元-3600元

2000年-1996年 3700元-5200元

1995年-1993年 6000元-8000元

1992年-1990年 8100元-8500元

1989年-1986年 8600元-9500元

1985年-1982年 15500元-17500元

1981年-1979年 18500元-20500元

1978年-1975年 25500元-30500元

1974年-1970年 40500元-50500元

1969年-1960年 20万元-40万元

1959年-1953年 看货议价

年份 价格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现场鉴定评估价为准

活动时间：2018年3月30日—4月3日（早上7：30—晚上7:00）
活动地址：常德市大润发超市对面七天连锁酒店2楼208室
乘车路线：乘2、7、14、28、32、58、13、15、46、30、47路公交车，到丹阳天桥站下车。
咨询电话：18310606088 18656859499（此号码长期有效）

春季老酒征集会开始啦！！！
征集范围：1953年-2008年的茅台酒、2000年之前的五粮液、
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汾酒等以及全国各地名优陈年老酒。

为筹建北京老酒文化博

物馆，本中心斥巨资开展老酒

征集活动，我们懂酒、爱酒，希

望将中国的酒文化发扬光大，

传承下去。如果遇到好的酒

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开出高

价。此次主办方满怀诚意而来，有收藏老酒的市民请把握此次

机会，把您珍藏的老酒拿来让我们的老酒鉴定师免费鉴定一下，

让您的收藏心中有数。如有意向出售，可高价征集。

此征集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通过本次活动，一方面可以

让民间认识到老酒的收藏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把现存稀缺的老

酒抢救收购上来，按照专业的方法保管，在收藏馆中进行集中展

示，宣传老酒文化。

市内及周边县城均可免费上门鉴定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