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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社会责任为客户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
未来的竞争必将是社会责任的竞
争，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往
往会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

据了解，2012年渤海银行长
沙分行搬迁新址时没有举行庆典
仪式， 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公益
助学活动， 其中“每办一张奇妙
卡， 长沙分行将向公益事业代为
捐助十元”的活动在3天时间就筹
集捐款逾5000元。在湖南省植物
园认养的“渤海林”，新颖的“您用
网银、我帮植树”绿化理念得到了
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投身公益善举获市民点赞

自成立以来， 渤海银行一直
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2012年
开始，活动更加结构化、系统化，

每年均围绕一个主题主动发
起慈善公益活动。

其中，全行员工为共青团
省委首批10名唇裂患者募捐
筹集捐款逾4万元; 携手长郡
双语中学开展莲花镇双枫中
学公益助学之旅，筹集的爱心
款物折合总金额逾2万元;爱
公益“微笑天使”爱心活动室
大型捐赠活动中，向长沙第二
社会福利院爱心捐赠彩电、空
调等物资， 捐赠金额达10万
元。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将秉
承“用爱心做事业，用感恩的
心做公益”的理念，在转型创
新发展的同时回馈社会、担当
传播爱心与梦想的使者。

综合金融服务暖人心

该行浩瀚理财中心秉承

“从心出发、 用心服务” 服务理
念，根据客户的投资需要、资产
状况及日常资金运用、管理、收
支情况， 通过多种渠道为客户
提供专业的一站式、全方位、个
性化的金融理财服务。

客户在浩瀚理财中心能品
尝现场磨制的咖啡、 翻看满架
的理财杂志， 约见专属理财经
理， 享受面对面的金融咨询和
财务规划及贵宾专享的柜台办
理现金和非现金交易。

记者深入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营业部调查， 发现营业大厅
宽敞整洁， 营业厅内专门设有
沙发、饮水机、电视等供顾客使
用。 银行填单台处特别为顾客
提供了老花镜、碎纸机、点钞机
等设施， 在便民服务区购置了
轮椅、婴儿椅、雨伞、医药箱、充
电器等， 在营业部门前设置了
无障碍通道。

注重人文关怀
提高员工幸福指数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持续提升金
融服务能力， 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 入湘以来广泛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活动，包括“互联网金融服务宣
传月”、“征信专题宣传”等，共计开
展宣传活动300多次，受众客户50万
余人。

注重员工人文关怀也是该行的

一大特色。 除了会定期开展文娱
活动外，该行建有职工之家，配备
了书籍和体育设施。 而在员工情
绪释放室， 配置了拳击沙袋、飞
镖、茶具等，帮助员工缓解工作压
力和紧张情绪，增强团队活力。

此外， 该行还注重加强对员
工业务技能、 综合素质等方面的
培养，使每一位员工感受到“渤海
是我家、幸福你我他”的快乐。

■潘显璇 熊芳

渤海银行以人为本践行责任
“社会责任远远不止‘献爱心’，还要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承担起对

员工、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满足了客户需求，主动承担了责任，客户
就会为你带来利润，传播口碑。”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
泷如是说。

入湘五年多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秉承总行“诚信、人本、开放、创
新、有为”的理念，以快速的市场反应、特色的金融产品、便捷的业务流
程用心服务每一位客户。

渤海银行入湘五周年系列报道之三

全国推广价每盒只卖 9 块 9
三九集团百岁鱼油———血管清道夫

三九百岁鲸鱼油功效独特：1、分解血栓，疏通软化血管，预防高血压、脑血栓、中风、偏瘫、冠心病、心肌梗塞。 2、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如：老烂腿、视网膜
病变等。 3、预防老年痴呆症、增强记忆。 4、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消除关节肿痛、僵直。 5、预防耳聋、老花眼。 6、预防脂肪肝、肥胖。

百岁鲸鱼油 吃半年 助血管畅通
服用百岁鲸鱼油超过半年的人都知道：吃

百岁鲸鱼油前后完全不一样，脑血栓的血管通
了，偏瘫的手脚恢复灵活了，生活自理，随意溜
达；冠心病、心肌梗塞的心血管通畅，能走能
跑；降低高血压，猝死的风险……吃百岁鲸鱼
油，不比今天，不比明天，就比 1 个月以后，比
半年以后，比 70 岁之后，吃百岁鲸油的朋友不
会因心脑血管疾病而苦恼， 无论多大想去哪
儿，随时都能迈得动腿，想吃肉就吃肉。 老了以
后，耳不聋、眼不花、头脑灵活，生活自理，不劳
人伺候。

百岁鲸鱼油已证实的效果有很多：
◆降低高血压、脑血栓、中风、偏瘫风险。
百岁鲸鱼油中的特效成份 EPA， 是一种

益于血液循环的保护因子。 EPA 可清除附着
于血管壁上的胆固醇与硬化斑块， 降低血液
中胆固醇水平，有助于保持血液畅通流动，抑
制不正常血液凝集、预防及分解血栓，预防中
风、偏瘫。

◆对冠心病、心肌梗塞有显效。
百岁鲸鱼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EPA，能让

心血管畅通，预防血栓、血管硬化狭窄，阻止心
肌梗塞发生；清除血液中的脂肪块，软化血管
恢复弹性， 预防动脉硬化及阻止毛细血管阻
塞，保障冠状动脉畅通，消除冠心病。

◆预防老年痴呆
百岁鲸鱼油中的 DHA 成分是一种益智不

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细胞形成、发育及运转不
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科学家发现在脑部的“神
经元突起细胞”中含有大量的 DHA 成分，使得

脑部的神经传导物质能比较容易传达正确的
讯息。 因此百岁鲸鱼油能促进、协调 神经回路
传导作用，以维持脑部细胞的正常运作，从而
增强记忆力、注意力。

◆吃百岁鲸鱼油对男人前列腺不好，尿频
尿急夜尿多有益。

◆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预防老烂腿及视网
膜病变。

◆皮肤变光泽，各种色斑减少变浅。
细小的皱纹减少。 皮肤变得滋润光滑。
◆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
百岁鲸鱼油中的 EPA 和 DHA 还具有抗炎

活性，能预防关节炎，消除肿痛、僵直。
◆胖子变瘦，瘦子变结实。 消脂减肥，美白

肌肤、消除皱纹，是女士的上佳选择。
◆提高机体免疫力。
如果容易感冒，吃完百岁鲸鱼油能预防感

冒。 有咽喉炎的炎症状明显减轻。 抽烟的人们
喉咙里的痰少了，也不咳了。 平时老打哈欠、打
瞌睡的，现在变得神采奕奕。

吃百岁鲸鱼油
有益净化血液
不亚于做有氧运动

中国海洋研究院院长丁聪敏介绍：百岁鲸
鱼油是中老年人健康长寿的佳品，是目前高级
补品难以匹敌的。

科学家在研究鲸鱼为什么长寿时，发现它
们虽然脂肪超过体重 40%， 可谓超级大胖子，
却没有血管类疾病，从而发现了百岁鲸鱼油的
独特功效。

世界营养协会对鱼油成分检测表明，鱼油
中多数以上的营养物质超过冬虫夏草数倍之
多。 其中人体必需氨基酸除苯丙氨酸外，其他
几种成分在鱼油中明显高于虫草含量; 鱼油中
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的含量分别为 65.13%，
30.1%，均高于虫草含量。

鱼油所含 EPA 和 DHA 特种不饱和脂肪
酸成分，独具清除胆固醇、甘油三酯等血栓元
凶的功效。 真正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弹性，有效
净化血液，畅通血液循环，让中老年人远离高
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中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成安说：吃百岁鲸
鱼油心脑血管好，远离慢性病。

吃百岁鲸鱼油
有助稳定血压

第一阶段：血液净化期。 血压、血脂逐渐
平稳下降，血液各项生理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感觉头脑轻松、清亮，气色好、精神足，眩晕乏
力、失眠等症状明显缓解。

第二阶段：血管疏通、软化期。 血栓分解，
血管粥状硬化消除，中风、偏瘫的症状逐渐消
失，栓住的各身体部位渐渐恢复正常功能，手
脚活动自如。

第三阶段：器官强化期。 手脚麻木、视物
模糊、皮肤瘙痒等基本消失，末梢循环也全部
畅通。 缓解高血压、脑血栓、冠心病、心肌梗塞
等疾病困扰。 身体恢复正常人的状态，头脑灵
活，抗病力提升，享受健康长寿的幸福生活。

特大喜讯
百岁鲸鱼油以独特功效和完美的

承诺获得众多中老年患者的认可，自
救助价 9.9 元销售以来， 更是空前火
爆，各地出现抢购热潮，但因数量有
限，使得很多患者没有抢购到，应广
大患者申请， 厂家紧急空运 20000
盒，现已到货，请没有买到的朋友抓
紧时间，以防再次断货。

5 月 9 号 元 / 盒9 .9

元 / 盒
.9

元 / 盒

39
98

5 月 10 号
至 12 号

400-666-9171
优惠代码：263

需要的患者抓紧时间拨打：

琼食健广审（文）第 2015020011 号

今天
至

5 月 13号
至 15 号

晚霞映衬，湘江长沙段西岸格外美丽。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