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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无情人有情，上门服务暖人心
2月17日上午10时，中

国银行威海开发区支行工
作人员接到一位阿姨的来
电，阿姨很焦急地诉说了她
的情况：在疫情期间她的老
伴突然生病，并且病情紧急
需立即交钱做手术。她的女
儿在医院照顾父亲，医院被
整体隔离无法外出。阿姨取
钱心切，出门时将脚扭伤，
无法到银行办理业务。

支行工作人员在接到

电话后立即联系营业部王
进红主任，考虑到客户的
情况特殊，且事情紧急，王
主任提出可以上门为客户
办理业务。在安抚了客户
焦急的情绪后，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带移动柜台赶到
客户家里，为客户取出定
期转入卡里，并开通手机
银行将款转入客户女儿的
卡里以便及时缴纳手术费
用，业务办理结束后，阿姨

向支行工作人员表达了由
衷的感谢。

疫情期间，虽屋外大
雪纷飞，狂风大作，但支行
工作人员仍坚守一线，以
优质的服务温暖着每一个
客户的内心。疫情无情人
有情，支行工作人员说“希
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暖
心行动，让我们的客户在
这个特殊的时期感受到更
多的温暖。”

中国银行乳山支行成功发放辖区系统内

首笔防疫重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3月9日，中国银行威海
乳山支行成功为国家工信
部 重 点 支 持 防 疫 生 产 企
业——— 威海某有限公司成
功发放流动资金贷款200万
元，该笔贷款为威海中行系
统内首笔针对重点防疫企
业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

威海某有限公司是当
地主要的口罩供应商，疫情
爆发以来，企业迅速组织人
员复工复产，加急生产医用
口罩，企业流动资金紧缺。
中国银行威海分行在了解

到相关信息后，指示辖属乳
山支行及时联系当地金融
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到访企
业，了解企业生产及运营情
况，及时向企业宣导疫情防
控企业信贷政策：优先受
理、优先审批、专项贷款规
模支持、利率优惠等。在得
到企业认可后，中行乳山支
行迅速组织业务人员收集
客户资料，特事特办，专人
专办，两个工作日即完成
200万元授信审批。

授信批复后，中行乳山

支行密切关注企业资金动
态，并提前做好了放款准备
工作。3月9日，在企业发起
原材料采购提款申请后，支
行立即启动放款流程，协调
各方当日实现贷款发放，保
障了企业资金周转需求。

下一步，中行乳山支行
将密切关注企业后续生产
经营情况，切实履行大行责
任，稳工稳产，为防疫企业
资金安全保驾护航，为夺取
抗疫战斗的最终胜利提供
坚实的金融保障！

中国银行威海分行迎疫而上

全力保障做好金融服务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银行威海分行坚
持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指示精
神，结合总省行党委安排部
署，敏捷行动、高效配合，以
对客户、对员工高度负责的
态度，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为助力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全力做好金融服
务。

一、快速响应，细致做
好营业服务

疫情发生以后，中行威
海分行第一时间成立疫情
应急处置小组，全面负责疫
情工作的处置与调度，及时
出台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实
现快速敏捷反应。认真做好
办公及营业场所的消毒免
疫工作，合理调整辖内网点
营业时间，广泛发布提示信
息，尽可能消除聚集和疫情
隐患，切实保证了客户和员
工的安全。

二、守望相助，建立企
业服务绿色通道

中行威海分行坚持勇
于担当、主动作为，靠前摸
排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名单
和融资需求。一是建立疫情
防控项目信贷审批绿色通
道，对疫情防控相关项目优
先受理、优先上报。为应对
疫情，辖属乳山支行为乳山
人民医院新增授信1000万
元。二是建立征信异议绿色
通道。密切关注因疫情引发

的企业征信和异议投诉情
况，建立征信异议绿色通
道，第一时间核实和受理投
诉情况，确保客户权益。三
是加强业务连续性管理，梳
理信用总量到期情况，避免
总量脱审导致影响业务正
常叙做情况发生。对2月底
之前到期的4户企业授信总
量，积极协调上级行，将总
量有效期延续至3月末，保
证了企业正常资金周转。四
是加强对因疫情经营暂时
经营困难企业支持力度。对
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等行业，按照暂时
经营困难企业相关授信政
策予以支持。

三、发挥优势，有效提
升服务内涵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全力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影
响。一是当好涉外企业“顾
问”，针对假期延长及各省
假期与国务院假期存在差
异造成的信用证交单、付
款等问题，以及疫情产生
的不可抗力、信用证效期
等问题，均给出专业解读
及应对方案，全力帮助涉
外企业应对疫情影响。
二是切实落实“捐赠转账
汇款手续费全部免收”政
策，对其他疫情防控相关
业务，也酌情给予费用减
免。开辟疫情金融服务“绿
色通道”，全力支持保障疫
情专户开户、疫情资金划
转、防疫物品跨境采购等

防疫工作。1月28日，第一
时间为响应政府抗击疫情
需要的威海文登区某进出
口企业从韩国进口口罩紧
急汇款113 . 04万美元，保
证 了 抗 疫 物 资 的 及 时 运
送。为威海环翠区财政局、
威海石岛管理区财政局紧
急划转各类防控经费1000
余万元，保障了各类防疫
物资的及时供应。三是及
时做好人民银行、外汇局
等关于疫情防治相关便利
化 政 策 的 传 导 及 落 实 工
作，将便利化政策落到实
处。四是加强企业手机银
行、企业网银等线上渠道
推广，重点向企业推介“票
E贴”、网银自助结汇等功
能，指导企业足不出户享
受相关金融服务，避免人
员聚集风险。

四、增强责任，深入做
好个人客户服务

疫情期间，该行将满足
个人客户金融服务需求作
为重点任务。一是推出手机
银行服务全面介绍，将手机
银行汇款限额提升到100
万，能解决98%的金融服务，
助力百姓不出门就能满足
金融需求。二是针对外汇汇
款需求，为保证需求推出了
特殊绿色通道，解决市民急
需汇款的问题。三是为鼓励
和支持农村在家人员，推出
一系列手机银行、快捷支付
等优惠活动，确保了疫情期
间金融服务的稳步跟进、

“不掉队”。

3月17日，中行威海开
发区支行成功投放辖内首
笔“复工贷”10万元，及时化
解某个体服装经营客户的
资金燃眉之急，助力个体工
商户复工复产。

3月初，中国银行山东
省分行推出定向“复工贷”、

“烟商贷”等产品，着力解决
个体工商户复工资金难题，
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全力支
持企业和商户复工复产。其
中“复工贷”主要面向小微
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用于
支持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
相关行业复工所需的房租、
水电及备货资金；“烟商贷”

主要面向烟草零售客户，用
于向当地烟草公司购买烟
草的进货支付或用于实体
店面的日常经营周转支出；
相关产品特点均为：随借随
还、利率低、手续简便。

省行相关产品出台后，
中行威海分行消费金融条
线第一时间安排部署，辖内
各支行积极借助存量浮动
利率个人贷款定价基准转
换工作，加强宣传推广。

3月14日，有客户向辖
内开发区支行提出贷款需
求，开发区支行在对客户通
过电话初步了解后，第一时
间安排客户经理上门调查、

确认授信续作、签署相关材
料，并当天加班加点完成系
统录入工作完成业务上报。
在省分行敏捷反应、高效联
动下，短短3天时间即完成
首笔“复工贷”10万元的审
批与投放。

困难时刻伸援手，同
舟共济战疫情。中国银行
将 继 续 发 挥 社 会 责 任 担
当，敏捷反应，全力以赴支
持复工复产。我们坚信如
约而至的不止是春天，还
有疫情过后欣欣向荣的生
产和发展。再严酷的疫情，
也阻挡不了我们的团结一
心与众志成城！

及时解决个体户资金燃眉之急

中国银行送去“复工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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