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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病病拿拿药药缴缴费费““一一码码””全全搞搞定定
德州发放首批居民电子健康卡

农行德州分行以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以银行业
金融机构考核办法为导向，出
实招、干实事，有效促进了业
务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上半
年德州市17家银行业金融机
构综合考核中，位居榜首。

据介绍，今年以来，农行德
州分行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五个方
面”重点经济工作安排，以服务
实体经济和“三农”为己任，以
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为要务，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助力动能转换。加快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培强优势
产业，壮大实体经济。截至6月
末，各项贷款较年初增长17 . 8

亿元，增幅居全省系统第3位。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成

本高的现状，在降低准入门槛
的同时，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对符合银保监会口径普惠型
小微企业利率执行4 . 78%，有
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6
月末，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较年初增长6600万元。

化解金融风险。坚决打好
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措施上
更加注重标本兼治，累计处置
不良贷款3 . 76亿元，化解担保
圈风险贷款6129万元。

推动民生项目。坚持以民
生为中心，聚焦改善民生项
目，投放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1 . 18亿元。

强化创新驱动，上线全省
首个“摄像头扫描”模式无感
加油项目；发放全省系统内首
笔“移动e贷”贷款。

服务乡村振兴。加大涉农
贷款投放力度，大力推进由省
农担公司担保，以服务“三农”
为目的“鲁担惠农贷”，农户

“鲁担惠农贷”比年初增加
1500万元，增量居全省农行系
统前列；企业“鲁担惠农贷”支
持2户，贷款累计发放219万
元。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方式，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

“惠农e贷”余额3 . 03亿元，比年
初增加1 .4亿元。

扎实开展金融扶贫工作，
扶贫贷款较年初增长1998万

元，完成省行计划400%。派出
“第一书记”驻精准帮扶省级
贫困村---乐陵市西段乡后灶
张村，经过2年帮扶实现完全
脱贫。6月份派“第一书记”驻
赵虎镇韩春村对接乡村振兴2
年帮扶计划。

据悉，按照《2019年全市
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办
法》之规定项目，重点是6项考
核，基础分100分，实行加减分
办法。

其中新增信贷投放(权重
20)。规定各银行机构新增信
贷投放完成当年计划指标计
20分，每超额完成1000万元加
0 . 1分。未完成计划的，按实际
完成额占计划任务额的比例

计分；存贷比(权重20)。以考
核权重分值为基础分，对年初
存贷比超过70%的银行机构，
本年末存贷比每高于上年末1
个百分点，加2分，每低1个百
分点，减1分。对年初存贷比低
于70%的银行机构，本年末存
贷比每高于上年末1个百分
点，加1分，每低1个百分点，减
2分；不良贷款化解(权重35)；
优化信贷结构(权重15)，重点
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权重
6)、民营企业贷款(权重6)、涉
农贷款(权重3)；无还本续贷
业务(权重10)。

对于风险恶化、擅自抽贷
等造成恶劣后果的实行一票
否决。 (宫玉河)

农行德州分行全市银行金融机构上半年考核位居榜首

为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员工归属感与集体荣
誉感，让员工们真切感受到德
州分行大家庭的温暖，日前，
恒丰银行德州分行为6、7月份
过生日的员工们集体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Party。

生日会上，分行相关部
门负责人为寿星们送上真挚
的祝福并感谢员工的付出，
随后给每一位寿星送上自己
的专属贺卡，每一张贺卡上
都有分行行长、分管行长、部
门负责人及部门同事们的祝
福与签名。同时，分行为每一
位寿星准备了生日玩偶，代
表着分行对大家的深深祝

福。当“祝你生日快乐……”
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全场灯
光熄灭，大家齐唱生日歌，寿
星们许下了自己的生日愿
望，现场气氛被推上了高潮，
大家其乐融融，幸福洋溢，欢
声笑语不绝于耳。大家品尝
着美味的蛋糕和新鲜的水
果，相互送上真诚的祝福，在
轻松、欢快的气氛中，共同分
享着生日的快乐，感受着家
一样的温馨。

德州分行自成立以来，始
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
念，通过设立员工休息室、开
展员工送清凉活动、改善员工
午餐、组织员工体检、征集员

工兴趣爱好作品及走访慰问
等形式为员工送去了分行的
温暖。同时积极关注和支持
各项慈善公益事业，扶贫济
困，回报社会，先后组织开展
乡村扶贫慰问活动、义务献
血、关爱留守儿童、“创城”志
愿者、慈心一日捐、文明活动
进社区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
行社会责任。

此次生日会的举办体现
了分行对员工的亲切关怀，有
效调动员工爱岗敬业的热情，
让每位员工都能以主人公的
姿态努力拼搏，齐心协力同分
行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陈文秀）

温暖如家

恒丰银行德州分行举办员工生日会
恒丰银行德州分行

开展为一线员工送清凉活动

为切实维护员工的劳动
安全卫生与健康权益，增强
归属感，充分调动员工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近日，恒
丰银行德州分行党总支部与
分行工会共同开展“关爱员
工，夏送清凉”活动，为工作
在一线的员工送去关爱。

德州分行始终将员工关
爱作为重要工作，将员工关
爱融入日常工作中，本着抓
小、抓细的态度，制定分行
关爱员工夏送清凉活动方
案，通过聆听基层声音和走
访调研，深入了解员工需
求，先后对员工午餐进行改
善，配置绿豆汤等防暑降温

饮品。同时，在营业网点开
设健康知识宣传栏，增强员
工健康生活、健康工作的意
识。德州分行党总支委员以
及工会先后两次组成慰问小
队赶赴一线，为基层员工送
去防暑降温饮品，切实将员
工关爱工作落到实处。

恒丰银行德州分行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工会
职能，突出人文建设，认真
落实分行员工关爱工作，
积极营造团结和谐、拼搏
向上的工作氛围，让恒丰
的“互爱”理念深入每一名
员工内心。

（陈文秀）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袁媛) 7月
30日，德州市居民电子健康卡
首发仪式在德州市人民医院
举行，仪式现场上，为市民
代表发放了首批居民电子健
康卡。德州电子健康卡的正
式投用意味着，未来居民看
病，病历信息、挂号缴费、拿
药查询只需要一部手机或者
一个二维码，通通“一码”搞
定。德州市人民医院为全市第
一家启用电子健康卡的医院，
今后将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推广。

你是否曾翻箱倒柜、翻
遍各种卡包，只为找张就诊
卡？你是否曾心烦郁闷各种
排队等候，只是为了挂号缴
费？从今日起，这些烦恼都将
成为历史，据了解，电子健康
卡，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为
全体城乡居民统一规划设计
的个人唯一、全国通用的医
疗健康服务卡。通过这一“电
子健康二维码”，能够支撑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认共
享、健康医疗大数据动态汇
聚与安全利用，实现跨医疗
机构、跨地域医疗健康服务

“一卡(码)通”，方便人民群众
看病就医和自我健康管理，
彻底破解各医疗卫生机构

“一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

通用”的就医堵点问题，这也
有利于推动实名制就医和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
民服务，有利于促进“三医联
动”和三医协同监管，提升卫
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就诊的过程中，从预约
诊疗到签到、就诊、化验、缴
费、取样、查询结果，以及出
院之后的健康服务等，整个
流程的健康医疗信息都可以
通过电子健康卡实现自助管
理，真正做到了健康“一卡
通”。能够动态汇集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实现健康信息的
互认共享，告别医疗机构一
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相通
的局面。可以说，电子健康卡
的使用不仅实现医疗健康信
息的“随身带”，还能减少由
于医疗机构间信息不互认带
来的反复检查等支出。

记者作为体验者，通过
“德州市人民医院”微信平
台，根据提示绑定了个人信
息，并生成个人电子健康卡
二维码。在德州市人民医院
自助一体机前，选择“电子健
康卡”读卡方式，将二维码对
准扫码器，此时机器上便出
现了你的个人信息以及你想
要办理的业务，如选择“预约
挂号”，预约日期及预约科室

等信息全部显示在屏幕上，
确定预约后机器将会打印出
一张凭条，等就诊日前十分
钟再来机器前取号便可，整
个操作流程方便简单。据悉，
电子健康卡生成后，患者可
在线下自助机预约，也可以
线上通过公众号进行预约查
询等功能。

记者了解到，根据要求，

今年年底前全市电子健康卡
发行覆盖率要超过50%并优
先覆盖贫困人口，2020年发卡
率要达到80%。当前，从全市
情况看，电子健康卡工作距离
实现全省统一部署要求还有
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全市卫
生健康系统要尽快满足群众
自助建卡、绑卡、在线预约、线
上缴费、就诊信息、电子健康

档案和检查结果查询等覆盖
全过程的卫生健康服务需求，
全面推进电子健康卡支撑公
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支付
结算、家庭医生签约、分级诊
疗、双向转诊、电子健康档案
共享、远程诊疗、药品配送、商
业保险接入等“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新模式，不断增强
群众健康获得感。

电子健康卡发放仪式。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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