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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培训 活学巧用

农行向阳支行有效提升营销能力
荆门晚报讯 （记者张道华 通讯员孙
辉 刘昌鸿 曾菊） 为提升员工营销能力，

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农行向
阳支行紧紧围绕提升核心竞争力，扎实开
展各项业务技能培训，有效地推动全行核
心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该行从多方面引导员工学习
掌握各种业务知识和技能，告知员

工面对新形势，要不断学习金融知识，以适
应发展需求。 坚持集中培训为主导、晨会
培训为重点、业余自学为基础、其他培训为
补充，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以培养员工的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坚
持做到全员培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主要
采取网点班前班后自己设定内容，晨训夕
训；不定期进行专业培训，以确保培训教育

与业务发展
“
两不误、两促进”。
该行充分依托行务、 微信等工具，每
日汇总通报营销进度，不断激励该行各营
业网点奋勇争先。各营业网点利用柜面窗
口、电话邀约、短信维护等多种方式进行
产品宣传，利用每日晨会通报各项产品发
展进度， 分析每日营销当中的优势和不
足，同时开展每周总结，汇总表现情况和

整体发展态势，不断调动员工积极性。
另外，该行还注重内外结合优化营销
效果。 各营业网点对于厅堂流量客户，以
现场营销为主，通过晨会员工营销话术培
训提炼，模拟对话等方式，提高营销技能，
提升开口营销积极性；以“进社区、进企
业、进专业市场”三进方式，积极发放宣传
折页、开展主题宣讲，提升营销进展。

三家公司打着养猪的旗号非法集资 8 亿元
近日， 中行荆门
分行纪委书记李善修
一行来到市一医看望
该行患病员工田玉辉，
为他送去了全行员工
的爱心捐助，以满满的
爱助力他早日康复，彰
显了温馨和谐人文关
怀的企业文化。
荆门晚报通讯员
钱文美 摄

3000 多人被坑骗
云南三家公司打着养猪旗号，采用
广泛宣传并许以高额返息的方式， 公开
向社会人员吸收资金 8 亿余元。近日，玉
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案。
被告单位玉溪某农牧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云南某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玉
溪市某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以吸收
资金为目的，采用发放宣传资料、口头宣

传并许以支付投资金额 5%至 18%不等
的利息承诺，通过签订“入股协议”“母猪
寄养协议”等方式，公开向社会人员吸收
资金人民币 8 亿余元， 涉及 3000 多人。
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李某生、王某华、史某
祥等 14 人分属被告单位直接负责人员
据《南方农村报》
或直接责任人员。

荆门晚报、荆门市报告文学家协会、国网荆门供电公司联合举办第二届
“
电与社会”获奖作品
由荆门晚报、 荆门市报告文学家协
会、 国网荆门供电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二
届“电与社会”有奖征文活动，现已圆满
结束。 活动期间，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征文 150 余件。 经过征文组委会评审小
组的评审， 评出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20 名、佳作奖
30 名， 现公布获奖作品的作品名及作者
（佳作奖，略），请获奖作者联系荆门晚报
微视中心范青枝（电话：13886942359），
领取奖金和证书。
一等奖 1 名，奖金 3000 元
《她的心，你终究会懂》 代忠勇
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 元
《闺蜜们的
“
女王”情结》 王丽萍
《爱的供养》熊红艳
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1000 元
《智能用电到农家》 刘浪
《抗旱记》 朱贵兰

《好坏不必自证 口碑自在民心》 汪兵洋
优秀奖 20 名，奖金各 200 元
《轻松工作从智能用电开始》 蔡明凤
《智能电管家，我的贴心小棉袄》 陈丽群
《生活离不开电，智能管家更方便》 李林
《孝心附加》 李永新
《智能电管家，贴心小棉袄》 刘春红
《光明的钥匙》 刘武忠
《有了
“
管家”不再烦》 王春江
《智能电管家，温暖流年》 李艾华
《贴心管家的智能之举》 贺蕾蕾
《父亲的
“
秘密”》 钱修海
《乡间，那一串音符》 张文锋
《智能电管家，女人好帮手》 付春芳
《姐妹都聘
“
电管家”》 张贵芝
《智能电管家 牵引父子情》 朱津津
《智能的优势》 彭永锋
《父母的电网爱情》 毕晶
《电工守好的故事》 罗本华

《智能进万家》 杨秀清
《奔走的电管家》方先蓉
《智能电管家走俏背后的
“
玄机”》陈琳
佳作奖 30 名，奖金各 100 元
《收电费的日子》 向迎杰
《黑夜里的那盏灯》 缪海云
《预存，安心》 朱丽娟
《智能电管家真方便》 刘艳芹
《智能电管家，生活好帮手》 曾小甜
《打造“智能管家”需要从“电”开始》 阎
淑萍
《女儿的节电家庭作业》 秦昌汉
《我的拐杖——
—智能电管家》 邓莉莉
《心电历程》 鲁习奎
《用电缴费方式折射出时代变迁》 文中
华
《大年夜的暖心人》 刘清华
《我相信满城的灯火是爱我的 （四首）》
马俊芳

《智慧用电》 吴小峰
《装上
“
智能电表”后》 许支祥
《老派人家》 杨美荣
《打通智能电表
“
着陆”的
“
最后一公里”》
方丽荣
《光明使者》 马雨林
《为电力点赞》 叶俊焘
《
“
智能电管家”伴我一路前行》 徐建中
《放心使用
“
智能电管家”》 革丽娟
《
“
电与社会征文”诗歌 8 首》 鲍秋菊
《智能电管家 服务效果好》 易聪
《智能电表写新章》 吴银紫
《
“
用电大户”的喜与愁》 胡琴
《电力铁军在一线》 全凡华
《智能无限，爱在指尖》 李小英
《升级》 王雄
《大年三十交电费》 文敏
《历数缴电费的辛苦》 曹其凤
《让我牵你的手》 吴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