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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市市推推进进““民民营营和和小小微微企企业业首首贷贷培培植植””
成成效效初初显显

今年7月8日，是我国第
七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主题为“爱国爱家，从一份
保障开始”。在菏泽市保险
行业协会的精心组织下，全
市48家保险机构参与，1200
余名保险人加入“7 . 8保险
扶贫公益跑”行列。华夏保
险菏泽中支积极参与，通过

“7 . 8保险扶贫公益跑”微信
小程序，将跑步里程进行捐
赠，向特定地区贫困人群赠
送保险保障，给他们送去爱
心和保障。

本次公益跑活动在菏泽
牡丹广场举行，华夏保险菏
泽中支的志愿者们，迈着整
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

精神抖擞地阔步行进。活动
期间，菏泽中支还积极参与
录制主题微视频，普及保险
知识、解读保险功能、诠释保
险价值理念。充分借助微信、
朋友圈、抖音、微视等社交软
件平台开展广泛多元的线上
传播宣传。

每年的“7 . 8保险公众宣
传日”活动，拉近了保险人与
社会公众的距离，让更多的
人通过跑步这种绿色、健康
的形式，诠释保险人的初心。
华夏保险菏泽中支将继续将
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履行保
险业的社会责任，展示保险
行业积极向上的行业形象。

(通讯员 李海建)

华夏保险菏泽中支

积积极极参参与与全全国国保保险险公公众众宣宣传传日日活活动动

为扎实推进“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
行动”，近期，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编印
了《“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产品手
册》，梳理汇总了全市31家银行业机构的99种
信贷产品，同时推出“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e点通”二维码，供我市企业及时掌握最新
财税、金融政策和银企对接相关事宜。

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人民银行菏泽市
中心支行建立了定期监测制度，持续跟踪督
导调度金融服务成效。今年1-6月，全市累计
确定“首贷”培植企业716家，578家已完成“首
贷”培植计划，累计获得贷款13 . 63亿元，138
家仍在培植中，民营和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
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通讯员 田婷婷)

企企业业开开户户即即时时办办好好 当当天天就就能能用用
菏泽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成效明显

日前，菏泽开发区泽一
电子商务公司相关负责人陈
勐来到恒丰银行菏泽分行营
业部办理公司开户业务，让
他惊叹的是不到一个小时，
他便为公司办好了公户开立
业务，”昨天打电话咨询了开
户流程，备好了材料，今天不
到一个小时便一站办好了，
企业开账户就像个人办卡一
样简单。”陈勐说。

恒丰银行菏泽分行即时
为菏泽开发区泽一电子商务
公司办好银行账户开立业
务，只是人行菏泽中心支行
辖区众多金融机构为企业开
户提供高效服务的一个缩
影。今年4月28日起，人行菏
泽中心支行全面取消企业银
行账户许可，由核准制改为
备案制，此举令企业银行账
户开立时间由原来的0 . 5-
1 . 5个工作日压缩至即时办
理。

据了解，取消企业银行
账户许可政策实施首月，人
行菏泽中心支行辖区企业开
户数量便显著增加。辖内商
业银行共为企业办理基本存
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业务
3122户，同比增加26 . 35%，其
中小微企业办理账户业务
2213户，同比增加32 . 56%。

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增强

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客户满意度也得到显著提
升。通过对办理银行账户业
务的55家企业调查显示：与
以往相比，认为办理时间明
显减少的占比达96 . 37%、审
批手续明显减少的占比达
85 . 46%、办理流程明显减少
的占比达100%、感觉比以前
方便多了占比达100%。

政策落实效果明显，社
会各界纷纷点赞叫好。单县
人民政府县长张庆国认为，
人民银行取消企业银行账户
行政许可为改善基层营商环
境贡献了金融力量。菏泽尚
合食品、菏泽宏聚电子商务、
菏泽市造鑫商贸等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表示，开户流程
优化了，对企业来说真是节
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
成本，开户后纷纷对开户银
行竖起大拇指点赞。

(记者 董梦婕)

7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菏泽
分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19年第7次集体学习，学习中
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吕洪海主持集体学习。

为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
步引向深入，中央宣传部组织
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
心组成员在此前自学的基础
上，集中学习、认真研读了《纲
要》。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认为，
学习《纲要》，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
本内容、基本要求。要把学习

《纲要》与读原著学原文结合起
来，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当前

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努力把全行干部员工的思想武
装起来、行动统一起来，把党中
央、总省行党委的决策部署落
实下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紧迫意识，激发工作干劲，
坚决打好风险化解攻坚战，誓
夺业务拓展新胜利，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通讯员 李鲁民)

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提高群众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的意识和能力。近
期，农发行菏泽分行按照人行
的安排部署，积极开展了多渠
道、多形式、多层次的“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集中宣传月”
活动。

为保障金融秩序安全稳
健，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维
权意识，保障活动有序开展，
该行成立活动领导小组，纪
委书记、副行长张健同志任
组长，各部室负责人任成员。
根据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
内控合规部(法律事务部)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了相
应的活动方案，确保活动的

开展落到实处。
一是加强员工培训，提高

案防技能。使员工在分发宣传
资料、现场宣教时，可以更好
的向客户讲解犯罪分子使用
的诈骗手段、话术及应对措
施。二是发挥营业网点主阵地
作用，利用营业网点门口LED
电子屏幕滚动播放防骗标语，
利用营业大厅内多媒体大屏
幕循环播放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片；在营业大厅醒目位
置摆放折页和展板，并在业务
窗口旁悬挂防骗提醒，时刻提
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警惕
慎重、注意防范。三是组织各
部室业务骨干向客户进行风
险知识讲解。四是走上街头，

向过往的市民发放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折页。五是发动
全体员工运用微博、微信朋友
圈等新媒体途径转发电信网
络诈骗等方面的知识。

农发行菏泽分行还结合
近期开展的“普及金融知识万
里行”、“普及金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等宣传活动，组织
青年员工深入周边社区，主动
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知识
普及上门服务，提升消费者保
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的意识
和能力。下一步，农发行菏泽
分行将继续加大对防范电信
诈骗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将
金融知识宣传常态化。

(通讯员 孙磊)

工行菏泽分行

党党委委中中心心组组开开展展主主题题教教育育集集中中学学习习

农发行菏泽分行

开开展展防防范范电电信信网网络络诈诈骗骗犯犯罪罪宣宣传传月月活活动动

近年来，中共菏泽农商银
行吴店支行支部委员会凝心聚
力抓党建，先后被评为山东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总行授予
优秀基层党组织。

为了积极推行品牌银行建
设，一是抓思想教育。始终把员
工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
二是抓理论学习。支部经常性开
展学习研讨活动，提升支部党员
干事创业的能力水平。三是抓作

风建设。落实交心谈心制度，利
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苗头
隐患，狠抓源头治理。

吴店支行无论在业务工作
中，还是在廉政建设上都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加大廉政建设力度，确保每个
党员都必须做到廉政勤政、奉
公守法；端正廉政学习方向，并
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工作
实际情况，灵活多变开展支部

建设；严格廉政考核尺度。
  吴店支行党支部始终坚持
党建、业务深度融合，近年来各
项实现党建、业务双丰收。截至6
月末，各项存款突破6个亿，自
2016年加强支部建设以来，存款
完成任务的168%；表内不良贷
款清收完成任务的316%；表外
不良贷款完成任务的256%；表
外利息收入完成任务的194%。

(通讯员 姜连义 周学勇)

菏泽农商银行吴店支行

党党建建工工作作高高标标准准 业业务务发发展展高高质质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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