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农为本，力做服务乡村
振兴的主力银行

农行因农而生、因农而长、以农为本。
1951年，紧跟新中国成立的步伐，中国农
业银行的前身——— 农业合作银行应运而
生，致力于金融服务新中国农村经济社
会的恢复与发展，近70年服务“三农”的不
变传承，彰显着为农初心和使命。

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征程中，农
行山东省分行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责任
担当，积极对接省委、省政府规划，制定了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发展规划(2018—2020
年)》、编制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生态图
谱》，举办“金穗齐鲁·乡村振兴贷”系列产
品发布会，推出“乡村振兴贷”六大产品
线，创新七类营销模式，将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加快培育农业“新六产”，培育乡村发展新
动能作为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聚焦点，为
全省“三农”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
撑。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55 . 02%的机
构在县域、48 . 2%的人员在县域，县域存
款、贷款分别占到全行的 5 0 . 8 1%、
45 . 51%，占据“半壁江山”。2019年上半
年，累计投放乡村振兴贷288.2亿元，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中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效得到了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强化精准，高标准高质量
打好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农行山东省
分行始终地把助力脱贫攻坚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地站在金融扶贫前
沿，当好金融扶贫的主力军，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该行专门建立领导班子成员挂包制
度，组建专业团队，实现了全省脱贫攻坚

及20个深度贫困县金融服务工作+河北饶
阳县定点扶贫工作+新疆喀什地区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三线作战的同步推进。在
2018年与省委组织部联合选派53名干部
赴县乡挂职的基础上，今年继续选派100
名干部赴县乡挂职，助力脱贫攻坚。与山
东寿光市、河北饶阳县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全国农行首家促成了发达县与贫困县
结对子。与新疆分行、喀什地区党政、山东
援疆工作指挥部四方签订脱贫攻坚合作
协议，选派处级干部赴喀什分行挂职，选
定4家支行与喀什地区4家支行结成友好
合作支行，因地制宜开展结对帮扶。

该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将互
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一号工程”，推
出苹果贷、蔬菜贷等20多种特色产业“惠
农e贷”，打造“一县一产品”“一行一特色”
的金融服务模式，丰富了金融扶贫的方
式，拓宽了金融扶贫的路径。截至6月末，
该行20个深度贫困县支行各项贷款较年
初增加68.6亿元，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
增速9 . 5个百分点；各项精准扶贫贷款增
加8.5亿元，完成农总行下达计划的142%。
在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政策
效果评估中，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

腾笼换鸟，大力支持新旧
动能转换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
我国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
区域发展战略。农行山东省分行全面贯

彻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挖掘并深度服务
新旧动能转换，助力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制定行动纲领，确立工作重心。该
行出台了《金融支持新旧动能转换意
见》，编制下发了《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大
力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支持五大新
兴产业、择优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加大
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金融服务力
度等新时期工作重点。该行主动对接全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时间
筛选下发重点项目清单，筛选储备新旧
动能项目，逐一制定金融服务方案。建立
了重点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和重大项目会
商制度，组建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评估中
心，落实限时办结制度，优先匹配贷款
计划，提供优惠利率，提升服务效率。

加快产品创新，拓宽服务渠道。进一
步加大金融服务与科学技术融合力度，探
索“互联网+”综合服务模式，通过“线下+
线上”“传统+移动”等多个服务渠道，满足
客户多方位金融服务需求。

下沉重心，全力服务小微
企业发展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披荆斩棘，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
融支持，农行山东省分行从发展战略、市

场定位等方面，把民营经济、小微企业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提振
民营经济信心，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
实体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舞台。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能力。该行构
建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三农金融事业部”
双轮驱动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并在省分
行和16家二级分行全部设立普惠金融事业
部。深入推进“放管服”，将小微企业信贷业
务审批权限全部下放至二级分行，匹配专
项信贷规模，充分盘活普惠金融服务活力。
切实改进和优化小微业务信贷流程，缩短
审批链条，创新打造了“信贷工厂2.0”升级
版———“一网三化”作业模式，累计为4294
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35.3亿元。加快产品
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广，针对小微企业“短小
频急”的金融需求，加快产品和服务模式创
新推广，重点打造了小微企业“金色通道”
专属品牌体系，涵盖四大系列、20余种小微
企业专项信贷产品及结算类产品。探索“互
联网+”金融服务模式，为浪潮集团、五征集
团、金锣集团等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数据
网贷”等线上融资产品。截至6月末，该行监
管口径普惠贷款较年初增加37.1亿元，同
比多增25.5亿元，增速高于各项贷款22.9
个百分点。普惠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
降低24BP，为小微企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优惠。该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连续9年
实现监管达标，2018年，被人民银行评为小
微企业信贷投放工作成效明显的机构之
一，在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信贷
政策导向评估中被评为“优秀”。

风劲好扬帆，奋进正当时。农行山东
省分行将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与宗旨，在新的起点扬帆再起航，以舍我
其谁的担当、敢为人先的勇气、愚公移山
的实干，持续加大改革转型力度，努力提
升金融服务水平，为山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再谋新篇、再立新功！ (郇长亮)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勇勇扛扛责责任任，，全全力力服服务务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

11月14日，中荷人寿蜜丝会山
东分会在济南举办“精致如你 静
心享受”手工皮具制作活动，让女性
朋友们在喧嚣的都市中寻找到一份
宁静。

据悉，此次手作活动选择法国
进口山羊皮制作经典的“小马挂
件”。当天到场的嘉宾朋友30余位，
入场后嘉宾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品鉴和欣赏各色皮具，了解制作皮
料的不同种类及工具，并选择了自
己喜欢的皮料颜色。制作活动开始，
一个握手小游戏让嘉宾们彼此熟
知，每位女神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
容。上马鞍、配马鬃、搭马尾，针线在
嘉宾朋友们指尖游走，女性的柔美
尽显无疑，萌萌的小马一个个精巧
呈现，一针一线都展现了DIY的欢
快过程，精致与美好汇集于此，也给
每位嘉宾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此次蜜丝会活动让女性朋友增
强了动手能力，放松了心情，真切感
受到皮具制作所带来的乐趣，得到
了嘉宾们的认可和好评。中荷人寿
山东省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荷人寿蜜丝会女性俱乐部秉承为女
性服务的理念，持续让女性群体享
受更轻松的服务和生活，时刻拥有
生活热情、不断增强自我认同感。未
来，中荷人寿蜜丝会山东分会将继
续围绕女性的需求和兴趣，进一步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有趣的体验活
动，让更多女性朋友体验到中荷人
寿“更轻松”的服务理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预约审车
享受专员引导的VIP服务

2018年9月，山东进入“电子保单”时
代，在电子保单被官方认可且具有法律效
力的大前提下，山东人保财险的“保单管
家”功能应运而生。这个功能解决了客户
购买保险产品后等保单、找保单、带保单
等一系列繁琐的操作，客户也不再担心丢
失保单。此外，保单管家不仅支持查看电
子保单，同时提供电子保单下载到手机或
者发送到常用的邮箱留存备份。

新车满六年以后都要面临汽车年审
检测，有这种需求的客户只需要在公众号
中的“预约审车”菜单中确认车辆基本信
息、选择方便的审车日期和审车地点后，
便可完成审车预约。人保专职审车服务人
员会在接到客户预约的第一时间与客户
取得联系，除了确认审车时间和地点外并
提醒客户携带必要的审车材料。客户在
审车当日由人保审车服务专员引导客户
在人保专用审车线进行快速年检，无需
漫长的排队等待。省时、省力、省心。告别
繁琐与等待，真正享受VIP服务。

在“警保联动”方面，山东人保财险
与山东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开展信息互通
合作，双方加强信息合作，数据共享，真
正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不久人保客户
便可通过“山东人保财险”公众号查询车
辆违章情况。

在线理赔
理赔进度可随时查询

对于客户来说，复杂的理赔流程，行
车路上发生刮擦时等待查勘员到达现场
的焦急等待以及无处查询的理赔进度，
无疑是每一个客户的痛点，也是整个行
业的痛点。“能不能让客户自助理赔？”

“能不能自行查看理赔进度？”这是客户
当前最实际最迫切的呼声。针对这种情
况，山东人保财险认真履行“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庄严使命，率先推出微信公
众号“在线理赔”功能。

单车事故的人保客户可以自行通过
“山东人保财险”公众号的“我要报案”
菜单，简要填写事故发生地点，联系电
话等信息后，便可完成报案登记。报案
成功后，可以通过公众号提供的“上传
照片”功能将事故照片进行上传，公司
在后台即可以接收到客户的此次报案
并进行受理。

整个线上报案在30分钟内即可轻松
搞定，省去客户等待查勘人员的时间，
在公司开始处理案件的同时，客户可以
通过“理赔查询”功能，像“查快递”一般
对理赔进度进行查询，进度中不仅显示
当前进度还有当前环节处理人员的联
系方式，让客户安心、放心。公司审核完
成以后，赔款将实时支付到客户指定账
户，安全快捷。在线理赔真正实现“拒绝
排队、拒绝等待、拒绝繁琐”。目前，在线
理赔功能服务于单车事故、责任险、家
财险等。

一键救援
车辆送修可享免费代步车

行车途中最怕的是遇到车辆故障，
“山东人保财险”公众号推出“一键救援”
服务。客户只需要通过公众号中的一键
救援按钮，准确输入救援地点，输入联系
方式、故障类型即可自助发起救援申请。

救援服务商会在第一时间与客户联
系，客户可以通过救援进度可视化查询
了解救援进度，整个救援过程全流程透
明，真正实现了让客户享受如“滴滴打
车”般的救援体验。

目前符合条件的人保客户车辆因车
辆故障(非事故)需要拖车、送油、搭电、
更换轮胎、轮胎充气等救援服务时，均可
通过“一键救援”来实现。19年截至目前，
客户通过公众号自助发起救援1305起，

“一键呼救，分秒相应，地图定位，精准触
达，进度查询，一目了然”，7*24小时的
无忧陪伴是我们给人保客户的承诺。

面对行车过程中车辆出险后着急用
车的窘境，山东人保财险还推出出险代
步车服务，在客户车辆送修期间，凭有效
报案号公司可提供三天免费代步车供人
保客户使用，省时安心。

山东人保财险：

便便捷捷服服务务线线上上化化，，暖暖心心陪陪伴伴行行车车路路
中荷人寿蜜丝会山东分会

举办手工皮具制作活动

今年是农业银行恢复成立40周年、股改10周年。作为国家重要金融力量，40年
里，农业银行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与祖国共同成长。

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453亿元，较年
初增加290亿元。先后被全国金融工会授予“金融服务先进集体”“全国金融五一劳动
奖状”，被山东省政府授予“山东省金融发展贡献奖”“山东省管理创新十佳企业”“山
东省文明单位”，被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评为“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等。

近年来，山东人保财险顺应“互联网+”的时代潮流，积极探索以客户体验为向导的新型服务模
式，致力于通过微信公众号将公司服务直接提供给每一位人保客户，让客户切身感受到购买一份保险
产品，不仅带来一份保障，还带来了山东人保财险365天“不打烊”的贴心服务和金融央企的民生关怀。“

扫码关注

“山东人保财

险”微信公众

号，体验更多

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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