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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倾力支持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
工行德州分行认真落实《德

州市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按照“做大战略新兴
产业、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的原
则，积极服务工业化强市建设和
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推动
全市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自今
年工业强市计划开展以来，该行
已投放工业类企业贷款464笔，
共投放金额近30亿元，涉及企业
近270户。

分类、分层、分批进行工业化
强市建设。该行第一时间将产业
链条企业进行全面梳理，对辖内

展开全面调查和对接，了解企业
需求后，加班加点为企业处理业
务流程，积极与上级行沟通，尽快
落实放款，实现资金支持。其中，
为华鲁恒升集团支持精己二酸
品质提升项目新增贷款投放超
过2亿元，用于支持企业项目设
备费与工程费，支持工业化进
程，此外，该行积极支持重大项
目、新建项目、在建项目、扩建项
目尽早复工开工，扎实做好金融
支持产业链发展。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业企业的信贷支持。切

实满足重要医疗物资及重要生
活物资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建立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助
企客户经理工作机制。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企业，积极通过展
期、续贷、再融资等方式做好融
资接续安排。

全力配合牵头单位做好产业
链调研工作。该行对牵头支持的
肉制品产业链新增贷款超过1亿
元，对功能及保健食品产业链新
增贷款近2亿元，切实做好存量贷
款户相关链上企业金融服务工
作，对以上两条产业链，积极与牵

头单位联系，第一时间报送调研
资料，并按计划进行实地走访，了
解产业链发展情况，疫情影响，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结合辖
内行业、企业情况，以产业链为纽
带，以重点企业为核心，对重点企
业客户上下游综合金融服务，逐
步打造核心龙头企业品牌效益和
规模效益，实现围绕行业产业链
的聚集效应，推动产业链转型升
级，做优做大做强产业，切实履行
国有大行责任。

（宋开峰 李欣瑶）

11月8日，德州中行举办
2020年全辖职工篮球友谊赛，来
自各支行、市行部门的13支队伍
共计130余人次参加。

该行纪委书记丛凯同志在
开赛仪式上致辞，对篮球赛的开
幕表示祝贺，希望通过此次篮球
友谊赛，丰富全行员工的业余生
活，活跃员工的工作氛围，增强
员工的身体素质，推动德州中行
的企业文化建设。

本次篮球赛得到了全辖广
大员工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既有50多岁的老同志，也有刚入
行的年轻大学生；既有普通员工，
也有分支行的各级管理者，爱好
篮球运动的员工们一起同场竞
技，共同分享篮球运动的快乐。

赛场上队员们积极投入，全
力以赴，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后勤
保障，比赛过程中裁判秉公执
法，保证了比赛的公正性、连续
性和观赏性，全体运动员真正发
挥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
神，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经
过15场精彩激烈的比赛，德城支

行、临邑支行、公司联队、禹城支
行、市行联队、开发区支行、乐陵
支行、夏津支行进入前八强。

本次全辖职工篮球友谊
赛，展现了该行员工拼搏协作，
积极向上的团队风采，增进了
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
展示了该行员工团结、和谐、勇
于拼搏的精神风貌。该行员工
将以更加饱满的拼搏精神投入
到全行的业务发展中去，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李琨）

德州中行举办2020年全辖职工篮球友谊赛

夏津农商银行开通天燃气缴费功能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天然
气缴费，夏津农商银行的服务
真是越来越便捷了。”在该行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成功缴纳天
然气费的张大姐笑着说道。

这是夏津农商银行又一项
惠民、利民、便民的新举措，此

次开通天燃气费代扣业务，既
方便了天燃气用户缴费，又拓
宽了新的服务领域。

为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
度，夏津农商银行不断深挖代
收费业务市场，探索推出代收
天燃气费业务，与夏津县中邑

天然气公司深度合作，居民
选择就近营业网点，通过银
行柜面等渠道就能实现天然
气缴费，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缴
费难问题，为广大居民生活提
供便利。

（李宗睿 田子阳）

德州农商银行举办“感恩冬日 浓情回馈”系列主题活动

为感恩新老客户的支持和
信赖，11月7日，德州农商银行赵
虎支行开展“亮单行动”、“电话邀
约玩游戏 你来参加我送礼”系
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客户黏性，深
挖客户潜力，不断提升客户精细
化管理水平，夯实业务发展基础。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认真采
集广大新老客户的金融需求及

农商行产品的使用体验、反馈意
见、问题疑惑等信息，向周边客户
提供一对一服务，为其制定个性
化金融方案，组织客户现场玩游
戏，亮单免费领取鸡蛋，得到了客
户的充分认可，场面热闹非凡。

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客户
讲解金融知识，积极营销该行的
聚合支付、微信绑卡、“信e贷”、

“鲁担惠农贷”等系列产品，提高
客户服务体验。

通过本次活动，发放宣传折
页560份，新增存款20万元，新开
立银行卡12张，开立手机银行12
户，活动取得预期效果，同时进
一步拉近了农商行与周边居民
的距离，提升了客户的信任感和
忠诚度。 （孙海敏）

11月10日，在平原县2020年职
工工间操大赛节目展演活动中，平
原农商银行代表队在众多参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勇创佳绩，荣获职
工工间操大赛“一等奖”“网络人气
奖”两个奖项。

入场时，身着统一工装的队员
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迈着整齐
的步伐进入赛场。伴随着欢快的音
乐，全体队员时而弯腰、时而转身、
时而跳跃，动作标准规范，队形整
齐划一，时快时慢的速度和时疏时
密的节奏，一招一式间，完美的呈
现了工间操动作的力与美，获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
了在比赛过程中展现最佳水平，
队员们挤出周末时间积极备赛，
在队形、动作、仪表等环节“抠”细
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由于岗
位不同，队员们的排练时间略有
差异，有的队员为了跟上进度，便
牺牲休息时间排练。备赛的那段
时间里，队员们一路相伴，一起拼
搏，一起流汗，一起欢笑，一起疯
狂，互相鼓励的日子将成为队员
们最珍贵的回忆。金灿灿的奖牌
是全体队员团结协作、努力拼搏
的结果，而过程，则是队员们一场
精神的历炼、升华。

本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农商行
员工奋力拼搏、积极进取的团队精
神。近年来，平原农商银行高度重
视员工队伍建设，通过多样的文体
活动强健员工体魄，丰富员工精神
生活，激发集体荣誉感和执行力，
为更好坚守市场定位，推进各项工
作开展凝聚坚实力量。

(刘中帅)

平原农商银行

工间操比赛斩获双奖

11月8日，在乐陵市
寨头堡乡盖家村村委会
办公室“洁美优家”扶
贫超市内，十几名群众
排起长队，你一言我一
语，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盖家村是寨头堡乡
省定重点扶贫村，全村
共有16户、27名贫困户。
为进一步激励贫困户保
持良好家庭环境卫生，
营造良好家庭生活氛
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该乡大胆创新，在
该村投资开设“洁美优
家”扶贫超市。

和普通超市不同，

扶贫超市在购买商品不
用花钱，而是用积分兑
换。乡、村两级党员干
部、群众组成环境卫生
评判小组，每月定期到贫
困户家中现场评定，根据
贫困户家庭环境卫生情
况评定星级，并向其发
放相应分值的积分卡，
贫困户可以凭借积分卡
在“洁美优家”超市兑换
日常生活用品。该活动极
大地增强贫困户争创“洁
净庭院”示范户的积极
性，村内的16户贫困户
都争相进行环境大扫
除，营造了赶、比、超的
良好氛围。 (王明月)

乐陵市寨头堡乡

扶贫超市开张了

“子坤，你们家现在有
几口人啊？外出的有几个？
在家的有几个？”11月5日，
在乐陵市寨头堡乡油苏
村，苏东祥正忙着给村民
进行人口普查登记。

苏东祥是村里的老
党员，今年80岁，前几年
老伴去世，没有子女，自
己又体弱多病，2 0 1 6年
被识别为省定建档立卡
贫困户，享受政府重点帮
扶，现在已经实现脱贫，
一直想为社会做点贡献。

今年是人口普查年，
该乡积极谋划，全面宣传，
扎实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当老苏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向村委会主动请缨，
协助进行人口普查。10天
下来，老苏和村人口普查
工作小组成员一起，标识
建筑物、登记人口信息、核
实人员流动情况、上报信
息平台，每天早出晚归，忙
得不亦乐乎，最终油苏村
成为该乡最先完成人口普
查任务的村庄。

像老苏这样主动给村
里做事的贫困户还有很
多，他们有的免费给村里
打扫卫生，有的主动参与
疫情防控，有的积极进行
政策宣传，大家齐心协
力，为村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刘晓菲)

乐陵市寨头堡乡

“政府帮我脱贫困，我为社会献力量”

“赵老师，您看我
的这个南瓜饼做得怎
么样啊？”“赵老师，您
来看看我的这个饺子
馅调的行吗？”11月11
日，在乐陵市寨头堡乡
马道口村的“脱贫专
班”课堂上，几个学员
争相向授课老师请教
问题。

“脱贫专班”的开
设是该乡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进一步提高贫
困户生活质量的创新
之举。课程开设形式多
样，不拘一格，各村根
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
综合分析，因户施策，

制定并安排合理的课
程。该乡已累计在23个
村开设105课次，受益
群众达3000余人。

“贫困户的日子虽
然过好了，生活质量也
上去了，但如何继续丰
富贫困户的日常生活，
增强贫困户奔向美好
生活的信心与决心，也
是我们脱贫攻坚工作
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开设‘脱贫专班’对巩
固脱贫成效，增强贫困
户切身的幸福感至关
重要。”寨头堡乡扶贫
站长毕明强说。

(姚型鲁)

乐陵市寨头堡乡

“脱贫专班”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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