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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德州分行

推出“工行卡微信首绑送券”活动

为进一步做好关心关爱工
作，给广大干部员工创造优良的
工作环境和成长空间，近年来，
德州农商银行通过开展工会组
织建设、丰富员工活动载体等措
施传真情、送温暖、当好职工“娘
家人”，不断推进工会规范化建
设，全力做好关心关爱工作。

强化创新活动载体，丰富职
工文化生活。一是组织开展“书
香农商 全员阅读”读书活动，
引导广大员工培养良好的阅读
习惯，“每天读书一小时、每月阅
读一本书”通过阅读《四书》、《毛
泽东传》《周恩来传》等书籍，学

习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并
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学习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
方法，从书籍中汲取营养和力
量，为农商行发展献言献策、贡
献力量。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体 活 动 ，组 织 青 年 员 工 开 展

“2020我们在一起”青年联谊活
动，搭建青年员工沟通交流平
台，引导青年员工树立正确的婚
恋观、家庭观、人生观，展现了青
年员工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精
神风貌，增强了青年员工的归属
感和幸福感。三是开展“追寻抗
日足迹 弘扬革命精神”红色教

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员工
重温革命历史，以革命先辈为榜
样，把对先烈们的追思和崇敬之
情化为动力，努力奋斗，以更加
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斗志，
做好本职工作，为农商银行改革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强化关心关爱职工，增强团
队凝聚力。一是落实“家访”活动
要求，在全行开展“家访慰问送
关怀 关爱员工暖人心”活动，
今年以来累计走访员工1 5 6人
次，通过征集员工及其家属需求
和建议，及时解决员工现实困
难，密切单位与员工家庭的关

系，真正构建起单位、员工与家
庭沟通的桥梁，提升广大员工的

“归属感、凝聚力、幸福感”。二是
持续做好五小建设，积极改善小
食堂、小宿舍、小卫生间、小阅览
室、小文体活动室，为职工宿舍
配备空调、橱柜灯设施，逐步改
善职工工作食宿硬件设施条件，
提升职工幸福指数。三是定期召
开职工座谈会，通过召开“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青年员工座谈
会，搭建沟通平台，聆听员工的
心声，畅通员工意愿和诉求表达
渠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高明月）

德州农商银行

全力做好员工关心关爱工作

为满足客户个性化的服务
需求，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回馈
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工商银行
的信赖与支持，近日，工商银行
德州分行推出了一系列线上活
动，为广大市民提供多重礼遇，
其中更是为“微信绑卡”客户送
上了多重大礼。

随着互联网经济圈的迅速
扩大，消费和金融服务的方式也
在发生巨大变化。走在城市、乡

村的每一个角落，手机支付逐渐
成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而
微信支付、转账、缴费等也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无论是网上
购票，还是扫码支付，亦或是送
红包，甚至公交乘车支付，均可
选择手机支付。工商银行紧跟时
代变革，针对微信绑定工行卡用
户，推出了“工行卡微信首绑送
券”活动。

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在微信支付首次绑定工行借记
卡的客户可获赠5元微信支付无
门槛立减券，首次绑定工行信用
卡可获赠10元微信支付无门槛
立减券，自动放入客户微信卡
包。客户使用微信支付时选择工
行借记卡，享受立减5元优惠，选
择工行信用卡，享受立减10元优
惠。立减券7天有效，支持所有微
信支付商户，立减券可在微信-
我-卡包-卡券里查看。绑卡渠道

包括微信APP和工行手机银行
APP一键绑卡。活动期间同一用
户限参与1次，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用完即止。本次活动不包括
解绑再重新绑卡的客户。客户可
以通过手机银行参与，登录工行
手机银行，首页上方搜索“一键
绑卡”，即可直达一键绑卡页面。
绑卡成功后，微信页面将推送获
取立减金优惠信息。

(宋开峰 徐宝石)

禹城农商银行机关第
一党支部辖含综合部、党群
工 作 部 ，现 有 党 员 1 1 名 ，
2019年6月通过德州市审计
中心党委过硬党支部复核
验收，先后荣获禹城农商银
行先进党支部、德州市农商
银行系统先进党支部等荣
誉称号。

机关第一党支部立足
所辖部室职责，以做实志愿
服务、带动青年建功立业为
出发点，与禹城市团委党支
部签订党建共建协议，切实
发挥内外部职能部门的联
动作用。一是明确共建项
目。共建双方以共办“主题

团日”活动为契机，明确常
态化开展金晖助老、爱心助
考、扶贫助学、青年联谊等
系列活动，借助“鲁青基准
贷”“乡村好青年贷”“创业
担保贴息贷款”等优惠信贷
政策助推青年创业，打造

“禹见青春”特色团建品牌。
二是助力青年创业。上半
年，由禹城农商银行、团市
委等多家单位联合组织的

“农商银行杯”创业大赛共
吸引56名选手参赛，为广大
青年创业者搭建了展示平
台，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抢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机遇添加“助推剂”，

赢得广泛好评。截止目前，
共建双方已累计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10余次，为青年创
业者发放信贷资金约6000
余万元。三是关心关爱青
年。精心挑选机关事业单位
和农商行单身青年48名，联
合组织举办“缘聚七夕·青
心禹你”青年交友联谊会，
通过才艺展示、游戏互动等
方式加深了解，有效解决青
年员工婚恋问题。据统计，
主动互留联系方式或通过
农商银行团委索要心仪对
象联系方式的共计20余人，
取得良好效果。

(甄开伟 房若楠)

禹城农商银行机关第一党支部

党建带动团建 汇聚青春力量

今年以来，平原农商银行以提升金融
服务质效为重点，优化信贷供给，完善综合
服务，满足企业和公众多元化金融需求，助
力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因企施策”强化信贷供给。一是加快
产品推广。大力推广“人才贷”“科技成果转
化贷”“鲁青基准贷”“创业担保贷”等政策
性产品，以高层次人才、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库、纳税信息为依据，满足企业融资需
求。今年以来，共发放政策性产品748户、
1 . 79亿元。二是落实减费让利。运用降低利
率、两项直达工具、减免收费、“无还本续
贷”等措施“组合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
53户中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6 . 69亿元，
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4625万元，对符合
条件的优质客户减免企业开户费用300万
元，办理无还本续贷47笔、3 . 77亿元。三是
大力推广线上申贷办贷模式。开通微信申
贷、手机申贷渠道，利用网上直播、抖音、微
名片等形式立体化推送服务和产品信息；
结合行业客户营销，对234户中小微企业进
行走访，通过“信e贷”系统批量授信，新增
授信9612万元。

重塑流程完善综合服务。一是开启
“政银合作”模式。与当地行政服务审批局
合作成立“工商行政注册便民服务点”，可
办理企业名称申报、开业登记、代领营业
执照、企业开户等11项服务项目，企业开
办时间缩短至0 . 5个工作日内。目前已代
办工商注册58户，吸收存款350万元，提供
信贷支持120万元。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上
线证件快录精灵系统，实现企业开户业务
免填单自助办理、客户信息联动生成、账
户二期免录入等功能 ,企业平均开户时间
在40分钟左右。三是提供便捷开户服务。
利用明白纸、微信公众号、电话等渠道对
开户所需资料向客户进行“一次性告知”，
并在25家网点设立开户服务专柜，由大堂
经理进行开户业务辅导，实现“一窗受理、
一次办好”。 (刘中帅)

平原农商银行

扭住“精准”强化服务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德州中行举办新
员工入职仪式，该行行领导、
人力资源部、优秀青年代表
以及新入职员工参加。

本次仪式邀请新入行
员工代表分享了自己入职
以来的感受；优秀中层管理
人员代表和优秀青年员工
代表分别分享了自己入职
以来的感悟，帮助新员工进
一步了解中行业务和岗位
职责，为新入行员工提供了

职场指导。为了使新员工更
快适应新岗位，该行实行导
师制，每位导师将用严谨的
工作态度和丰富经验帮助
每位新员工快速成长。

分管青年员工工作的
副行长顾青山同志向新员
工表示了欢迎，并对他们提
出了殷切希望。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王平同志跟大家分
享了中国银行的历史沿革
以及自己在中行的成长经

历，对新员工提出了新的期
望和要求。期间，该行行领
导为新入职员工颁发了入
职纪念品，期待新员工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担当作为，
一展风采。

此次入职仪式的举办，
为新入行员工指明了方向，
大家纷纷表示要在中行这
片沃土中茁壮成长，为建设
美好德州中行积极贡献新
生力量。 （倪茜）

德州中行

举办新入行员工入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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