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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一笔笔贷款的给付

是工行勇挑重担的体现

民营企业在抗疫中勇当排
头，金融扶持更需要走在前面，
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

尽管面临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但包括临清支行在内的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各系统，克
服困难开辟应急通道，银企携
手共战疫情，绝对不是一句空
话，全部都体现在一笔笔贷款
的给付上，让企业实实在在感
受到山东工行聊城分行在其资
金上的巨大支持。

针对临清三和纺织集团等
实 体 企 业 第 一 时 间 复 产 复 工
后，面临大幅度增加的订单，产
生了较大的临时资金需求，山
东工行聊城分行成立专班与企
业沟通对接，提高效率，加快业
务办理。从2月份到现在，山东
工行聊城分行为临清三和纺织
集团提供了共3亿多的贷款资
金，极大缓解了其临时资金紧
张的问题。

“集团与山东工行聊城分
行合作了二十多年，工行相比
于其他金融机构给我们的印象

一直是最好的，集团的大部分金
融业务都是与工行合作的，无论
业务能力，还是服务态度都比其
他的金融机构要好的多。尤其是
疫情期间，在了解到企业需求
后，工行迅速做出回应，第一时
间与集团沟通，为我们办理各种
手续，确保我们有更大的能力来
开足马力复工复产，进一步发挥
集团自身的优势来抵抗疫情，积
极作为。”提及工行的抗疫担当
时，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总经理
宛斌这样说。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为了达
到银企沟通无障碍，信贷审批
速度快。动员所有的员工深入
企业，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所需
所求，为企业带来了很多关心与
温暖。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工行肩负起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和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任是
责无旁贷的。同时，山东工行聊
城分行勇做金融“排头兵”，走在
前面，务实工作，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提供了迅速、及时、有
效、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撑，以
自己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有
力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企业全
心服务的工作态度。

一串串数字背后

是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

100万、91040、2 . 8万、3000、
10200、10吨、4000万……每一个
数字都体现了民营大企业的责任
与担当。

疫情期间，临清三和纺织集
团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部署，主动向临清市慈善总会捐
款100万元，改善了定点医疗机构
的硬件建设，以实际行动支持政
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帮助企
业驻地村做好消毒工作，临清三
和纺织集团为其购置了一辆专用
消毒喷雾车，为阻击新冠肺炎疫
情献上了一份爱心。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党委号召
基层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积极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
用，踊跃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面
对疫情要勇于“亮身份、亮行动、
做表率”，做阻击疫情的宣传者、
参与者，以积极主动的事迹行动
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应部分党
员的愿望，党委组织了“助力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募捐”活动，全体党
员和各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共
收到善款91040元，为聊城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做了有益的贡献。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党委要求

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率先
垂范，无私奉献，坚定站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哪里任务重哪里就有
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就有党
员当先锋作表率。为保障防控工
作落到实处，临清三和纺织集团
供应部紧急购买了30只红外线体
温检测仪、2 . 8万只口罩、10吨消
毒液、2吨酒精，随之又采购了一
批口罩材料，交由集团布艺品研
发中心作为临时任务制作口罩，
每天可以制作3000余只，满足了
企业的需求。这些措施为后来的
整个防控工作赢得了主动，解决
员工后顾之忧、稳定职工队伍，确
保安全稳定。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比原计划
推迟了10天复工，人员没有完全
到位，产量受到一定影响，市场销
售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
不过，2月10日，纺纱、织布、印染
正式复工，其公司广大员工勇于
担当，坚守一线，到岗人员达
10200余名，恢复产能90%以上。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作为一个
出口外向型企业，疫情期间，整个
一季度，其出口额达4000万美元，
上缴税收4000多万元，体现了民

营企业的责任担当。
汇聚爱心，传递温暖，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临清三和纺织集团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民营大企业的
时代风采，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为经济稳
定发展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以
来，山东工行聊城分行临清支行
对发展前景较好但暂时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企业，积极通过税务贷、
流动资金贷款、国际贸易融资、结
算贷等方式做好融资接续安排，
累计为临清三和纺织集团等40余
户实体企业办理融资8亿余元，为
企业融资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
持，提高了企业融资效率，强有力
的保证了企业平稳有序的复产复
工。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临清支行将继续
提高自身的业务服务能力，在实体
企业方面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为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为当地的经济
稳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责任与担当，还得看国有
大行，山东工行聊城分行扶持实
体经济发展一直在路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国晓宁

民企抗疫展时代风采 工行金融扶持复工复产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与临清三和纺织集团风雨同舟共战疫情

春节后第一班中欧班列从临清站缓缓驶出，列车上满载着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承载着山东聊城对抗疫胜利的愿望望与期盼。
中欧班列架起了出口物资外运的快捷、高效物流通道，有力助推聊城开拓欧洲市场，增强“聊城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在此次全球抗疫阻击战中，中欧班列

更加发挥了它巨大的优势，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这其中，就包括位于聊城临清三和纺织集团生产的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他们采购了一批口罩材料，每天加班加点点制作口罩，每天可以制作3000余

只，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而加紧生产。

近日，莘县王庄集镇卫生院的家庭
签约医生团队又一次走进王庄集镇各村
的贫困户家庭，为贫困群众免费提供健
康体检、重点人群访视、健康教育、用药
指导等服务，为贫困户撑起“健康保护
伞”，让贫困户感受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带
来的方便和贴心。

“这些医生每个月都会来家里给我
量血压，查看我最近吃药的情况！”王庄

集镇蒋店村的贫困户郭秀英每次见到帮
扶干部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自从家庭签
约医生服务实施以来，王庄镇卫生院的
医务人员每月定期入户走访贫困群众，
为贫困户测量血压、建立签约手册、免费
体检，确保贫困户签约服务100%完成。同
时根据上门检查情况及与群众交流情
况，精准识别病情，为每位患病群众制定
个性化诊疗方案。

健康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王庄集镇
卫生院为贫困户制定了“一人一帮、一
病一策、分类救治”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签约医生全面履责，严格按照签约
服务工作内容规范开展工作，提升了王
庄集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健康素养
及身体状况，进一步巩固了脱贫攻坚成
果。

(曹松)

莘县王庄集镇：家庭签约医生暖了贫困户的心

“自从我今年干起了村里的保洁员，
每天负责村里一条街和村广场卫生，扫
一扫地，铲一下杂草，下雨的时候看看有
没有积水，下雪天村里统一扫雪，不用我
打扫，活不是很累，一个月300块钱，这对
俺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一提起
镇设置的村级扶贫公益岗，今年已经68岁

的贫困户董纪奎老人就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莘县徐庄镇按照上级扶

贫工作要求，结合脱贫攻坚实际，积极探
索设置村级扶贫公益岗，为弱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让贫困群众
通过自身劳动增加收入达到脱贫标准。
据了解，今年徐庄镇45个村庄38个扶贫公

益岗位，用以破解贫困人口增收难题。因
人施策，探索设置村级扶贫公益岗，精准
扶贫，就要找准“穷根”。采取设置村级扶
贫公益岗位的扶贫方式，鼓励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通过村级扶贫公益岗位，用
自己的辛勤劳动增加收入实现脱贫。为
贫困户脱贫提供了坚实保障。 (曾祥辉)

莘县徐庄镇开发村级公益岗助力脱贫攻坚

“是公司打来电话通知我上班
的，谢谢你们扶贫办还牵挂着我
这点‘小事’。”聊城高新区顾官屯
镇曹庄村五保户孟宪东一边忙着
手头工作一边激动地说。因为高血
压住了十几天院的孟宪东出院后
的几天一直没有来工作。得知消息
后，顾官屯镇扶贫办主动联系他，
在了解到其身体已恢复健康后，协
调扶贫车间提前安排他复工。

顾官屯镇克服疫情影响，立足
贫困户实际，多措并举为贫困户务
工开辟绿色通道，实现新增务工人
员120余人。

一是政企联合，充分发挥本地
产业扶贫优势。镇扶贫办积极对接
扶贫产业——— 明华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共同研究制定复工计划，在主动

联系原来贫困户工人返岗复工的同
时，充分吸收符合用工条件的贫困
户进厂上岗。

二是部门联动，拓宽贫困群众
务工渠道。镇扶贫办积极同镇人居
办、镇环卫所对接，要求各村在人居
环境整治平、清、种及胡同硬化等工
作开展中优先安排贫困户上工、在环
卫公司为贫困户增设公益性岗位。

三是大力支持产业扶贫新项
目，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镇党委、政
府依托地域优势，加大“双招双引”
力度的同时注重产业扶贫。通过创
森招商引资，建设了总投资1 . 5亿
元、全省最大的牡丹种植和鲜切花
生产基地，目前已带动周边村庄68
名贫困群众实现了长期在园区务
工，人均年收入增加6000元以上。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稳就业促增收

全力做好贫困户务工工作 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消
费扶贫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社会参与、互利共赢”
的原则，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扶贫工作，以消费促进贫困
群众增收，促进精准脱贫，全力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一是广泛组织动员，扩大
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利
用全区信息进村入户平台，建
设高新区扶贫产业网上展厅，

建成142个益农合作社和村级
电商合作点为一体的村级一体
化站点，全力助推全区消费扶
贫工作。

二是瞄准突出短板，解决
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和销售

“瓶颈”问题。整合全区扶贫产
品，动员更多社会爱心人士通
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消
费扶贫产品，帮助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加大
对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仓储
物流等企业信贷支持。探索建
立“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消费
扶贫”支持模式，打造了政融保
扶贫项目，该项目将全区产业
发展、保险支持、精准扶贫和乡
村振兴有机结合，缓解了三农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打通
了金融扶贫的服务链，解决了
金融支持“血脉不通”的问题。

聊城高新区创新实施消费扶贫

根据高唐县鑫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和股权转
让人的申请，股权转让人、受让人双方于2019年5月19日，在
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自愿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
高延军、赵军将其在高唐县鑫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股权
100%转让给受让人所有。转让双方自签字之日起，股权交割
清楚。为妥善解决签订转让协议前高唐县鑫能天然气有限公
司所负债务，请各位债权人务必于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至

2020年8月31日前如实申报债权。
对逾期申报的债权由股权转让人自行承担，与我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债权人申报地点：高唐天马燃气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581179955

高唐县鑫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股权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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