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
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过去一年来，恒丰银行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创新推进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卓有成效的进展。

截至2019年6月末，恒丰
银行涉农贷款余额1390亿元，
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明
显，达到25 . 69%，超过全行各
项贷款平均增速15 . 63个百分
点，超额完成银保监会各项监
管要求，成效显著，成绩卓越。

为了保证金融扶贫战略
的有效开展，恒丰银行从总行
层面开展“五个一”工程，即：成
立一个工作专班，夯实“一把
手”责任，建立一套统计制度和
目标考核体系，制定一个行动

计划，实行一以贯之落实。
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恒丰

银行以党建为抓手，切实强化
各级党委领导，成立了服务乡
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和“4个
2”重点区域对口联系领导小
组，近期又在总行成立了乡村
振兴工作专班，全面强化党委
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总行
党委把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质效，作为深入开展主题教
育的重点任务，总行党委班子
带头搞调研、谈合作、推项目，
全行三级党组织扛起责任，四
级书记共同谋划、协调、推动，
切实强化党委对乡村振兴工
作的领导，在此基础上，由普
惠金融部作为全行乡村振兴
工作的牵头部门，一方面负责
做好党委工作的部署落地，另
一方面统筹分支机构乡村振
兴的推动工作。

恒丰银行总行党委将乡

村振兴工作作为检验各级党
委组织是否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重要内容，由纪检监
察部跟进督察乡村振兴工作
落实情况，对于不积极担当作
为的，相应进行问责。

为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
宜战略部署，2018年11月，该
行印发《恒丰银行服务乡村振
兴工作方案》，对全行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专项
部署，初步确定全行乡村振兴
工作的方向。2019年7月，适应
乡村振兴工作新形势新需要，
又出台《恒丰银行2019年服务
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指导意见》，明确全行乡村振
兴的目标、思路和主要举措。

在前期乡村振兴探索实
践过程中，恒丰银行不断总结
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圈一链
一生态”的推进路径。“一圈”

就是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公
共事业单位、农业企业、农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农事服务机
构、风险分担机构等各类机构
合作，拓展乡村振兴“朋友
圈”。“一链”就是围绕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政府任
务、重点项目为金融服务切入
点，将服务不断向产业链上下
游延伸，构建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产业金融服务链。“一
生态”就是将农村一二三产业
客户资源串联整合，推进乡村
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政策
流“四流合一”，将银行服务有
效嵌入乡村振兴的各个场景，
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综合服
务商。

为提升乡村振兴服务能
力，恒丰银行创新研发了多种
金融产品，为支持节约集约用
地和城乡统筹发展，结合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及耕地

占补平衡政策，将地方政策
流、信息流与资金流集成统
一，打造出基于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指标和耕地占补平
衡指标开发、流转融资需求的
特色信贷业务，地票制业务；
以脱贫攻坚为重要社会责任，
积极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和担
保措施，与山东农担、山东投
融资担保集团合作，向符合要
求的农户、涉农小微客户、建
档立卡贫苦户发放“惠农贷”
产品；与光伏设备生产企业合
作，推出“光伏贷”产品，助力
村民精准脱贫。

未来，恒丰银行将紧紧围
绕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扎实做好“五个振兴”方面
的金融服务工作，全面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 (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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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信贷增量明显，助力精准脱贫攻坚战

近年来，农行山东省分行
在零售转型、网点转型等“六大
转型”全面推开的基础上，又开
展了个人客户“扩户提质”工
程，围绕固大、扩中、强小的目
标，逐步探索出了一些扩户提
质的有效模式和方法，取得了
良好成效。数据显示，截至7月
末，该行新开个人Ⅰ类账户
273万户，总量达到8610万户，
增量居全国农行系统首位，新
增个人存款556亿元，余额达
到6580亿元，存量和增量均居
同业第1位，也是近两年全国
农行系统保持增量同业首位
的两家分行之一。

以精细化管理

推动精准提质

落实精准管户。按照个人
金融资产的规模，从大堂经

理、客户经理到网点主任，实
现“一对一、人盯人”管户、“一
对一、专业化”维护。实施精准
提升。开展“睡眠”客户唤醒工
程、临界值客户越级工程、中
端客户提质工程、高端客户挖
潜工程，对重点营销客群名单
逐户主动对接。建立标准化分
群营销模型，以“军人专属理
财产品”“教师专属理财产品”
销售为契机，设计相应产品套
餐，实施特定职业客群营销。
将DCRM数字化销售工具作
为实施零售业务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抓手，通过客户经理营
销宝APP实现信息推送，实现
了全线上闭环销售。今年前7
个月，该行累计搭建10余个涉
及大额存单、基金、理财等重
大产品的精准营销项目，产品
数字化销售量居全国农行系
统第1位。

以项目运作

推进批量获客

狠抓公私联动项目。该行
对代发工资、代收缴费、财政
代发、拆迁棚改等十三类重点
营销项目，实施重点项目名
单制管理，7月末，代发工资
交易额达到810亿元。强力推
动场景建设项目，与山东省
大数据局“爱山东APP”政务
平台实现了全面对接，智慧
校园、智慧医院、智慧政法全
面铺开，无感停车、无感加油
由点及面逐步铺展开来。加
大专业市场营销力度，建立
1040家专业市场名单，以“市
场通”作为服务专业市场的
统一品牌，推动了专业市场
的整体介入、综合营销。今年
前7个月，该行市场通布放突

破了3万户。创新推动“个人
信贷+”，围绕优质楼盘、优质
中介、优质经销商，对公项目
与个人客户同步营销，个贷
产品与其他产品同步跟进。

以团队建设

提升营销效能

加强产品经理团队建设。
在省行及二级分行层面开展
产品经理队伍建设。强化网点
营销能力建设，出台了《个人
客户等级管理办法》《网点绩
效和末端分配管理办法》《网
点各岗位等级管理办法》，通
过营销人员等级动态管理和
及时有效的分配机制，进一步
激活了人员效能。突出系统引
导，省行制定了涵盖管户指
引、产品手册、营销话术等整
套制度体系文件，建立了基金

业务交流群、贵金属业务喊单
群等微信群组，为客户经理和
重点客户提供交易策略服务。

以资源配置

明确导向、确保效果

该行将“扩户提质”作为全
行各项业务的发展引擎，将其
纳入2019年二级分行领导班子
考核；将个人贵宾客户增量、金
融资产占比提升、产品覆盖度
等3项指标作为衡量客户管理
质量和效果的核心指标，统一
纳入综合考评。确保“扩户提
质”穿透到网点，在2019年网点
分类考核星级评定方案中，加
大“扩户提质”指标权重，增加
过程管控类指标，如客户保留
率、提醒转商机、精准营销联系
率、成功率等，树立正确的考核
导向。 (薛志涛 郇长亮)

农行山东省分行“扩户提质”提升价值

个个人人存存款款存存量量增增量量均均居居同同业业首首位位

什么是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是商业银行

自主设计并发行，由投资者风
险评估后，按照约定的投资策
略、风险承担和收益分配方式
购买的金融产品。

什么是银行代销产品？
银行代销产品是指，银行代

理销售由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
合作机构设计发行的，并由合作
机构承担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
责任的产品。

银行代销产品与银行理财
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代销产品
由合作机构发行与管理，银行
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
险管理责任。

防范投资风险的四个“不等
于”

一是口头承诺，不等于合同
约定；

二是别人说好，不等于适合
自己；

三是预期收益，不等于实际

收益；
四是收益率最高，不等于产

品最好。
理性投资的“三个了解”
1 .了解自己：投资理财前，

要先了解自身的财务状况、风险
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
益、流动性需求等，配合银行做
好风险测评，选择适合自己的产
品，量力而行。

2 .了解产品：通过银行网
点的产品信息查询平台了解产
品信息，阅读产品说明书等材
料，重点关注产品的投资类型、
是否保本、流动性、预期收益
率、投资起点金额、产品蕴含的
风险以及需要支付的相关费用
等，特别要注意其中的风险提
示条款。如有不明之处，应及时
向银行工作人员咨询。

3 .了解机构：了解哪些金
融机构可以销售银行理财产
品、办理银行代销业务，选择正
规的金融服务渠道。

什么是专区“双录”？
根据监管规定，凡从事销售

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
营业网点设立专门区域，在该区
域内设立产品信息查询平台，开
展销售产品推荐和销售行为，并
对销售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

专区“双录”是防范和治理
误导销售、私售“飞单”等问题的
重要措施，能够督促银行员工规
范营销行为。当出现纠纷时，可
以还原销售过程，明晰事实，促
进公平公正地解决销售争议。

在银行网点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或代销产品时，请主动到
有明显销售专区标识的区域
办理业务，并监督银行员工对
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避免
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和非法诈
骗活动侵害。

警示：理财投资收益率超
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
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
损失全部本金。

选选择择适适合合产产品品，，保保持持理理性性投投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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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爱心驿站厕所对公众开放

齐齐鲁鲁银银行行为为文文明明城城市市再再添添温温度度

今年5月份，齐鲁银行
秉承“市民银行”的责
任，在行内网点设立11家
“爱心驿站”，为户外工
作者提供驻足、歇脚、补
给的场所，用关爱传递善
意，用温情守护幸福。近
日，齐鲁银行充分盘活爱
心资源，11家爱心驿站的
厕所全部对公众开放，为
文明城市再添温度。

如厕问题看似小事，
却是最实在的民生。人流
如织的城市和街道，市民
如厕难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问题。齐鲁银行作为市民
银行，快速响应，首批免
费厕所通过11家爱心驿站
先期开放，为出行市民切
实提供便利。

成立23年来，在充分
发挥金融职能支持地方经
济发展的同时，齐鲁银行
始终怀有感恩之心，关注
民生、热心公益，将践行
社会责任实实在在地融入

到企业文化当中。为了给
户外工作人员办实事，提
供贴心服务，齐鲁银行营
业网点开放专门区域，为
他们配备了微波炉、休息
桌椅、微波炉、饮水机、
手机充电器、工具修理
箱、报刊书籍、应急药
箱、提供免费wifi等服务设
施，做到“冷可取暖、热
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
歇脚、伤可用药”，用爱
心筑起温馨港湾。

齐鲁情怀，社会温
度。齐鲁银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本着更
加包容的心态，树立“利
人即利己”的观念，持续
推进爱心驿站的扩充建
设，并将同步开放更多的
厕所，让资源共享，为有
需要的人提供更多、更有
温度的帮助，以实际行动
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
量。

(张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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