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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德州分行

2021年“春天行动”启动

齐河农商银行自与齐河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举行了党建共建暨
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以来，双方
紧紧围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
原则，在多个方面展开合作，整合
党建资源，推进融合发展。贷后检
查中心利用自身熟人优势，以本次
签约为契机，不断拓宽业务合作领
域，促进业务发展。

利用管理职能，广泛提高“宣
传面”。在该局服务窗口，摆放该行
产品宣传单页、工作人员名片和二
维码，让办理工商登记、年检、咨询
等业务的人员，随时能看到该行宣
传单页，随时能联系到该行工作人
员进行金融咨询。协调该局工作人
员在平时巡检过程中，能够带领该
行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工作，以便更
好更快的切入主题，开门见山的进
行营销。将该行产品和二维码印在
方便袋上，通过他们发送到优质客
户手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该行宣
传面和客户好感度。

利用个体清单，全面推广“扫
码付”。首先获取辖内企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专业合作社经营者清
单，然后再进行人工二次筛选，去
掉那些已经没有实际经营，但在工
商系统没有注销的商户，最后再通
过该局工作人员带领进入商家，从
该业务为双方合作项目、方便商户
的角度营销“扫码付”。对于符合办
理条件的，当场办理；手续不全的，
趁热打铁，由该行工作人员当天接
送客户前往柜台办理。

利用熟人效应，大力营销“信e
贷”。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群发
送该行信贷产品，明确办理条件、
办理手续和办理时限，让客户一
看就明白。通过熟人，口口相传，
如有需要，随时办理。提供“错时
服务”，因客户上班期间无法办
理，就完全按照客户时间，有可能
是中午，有可能是晚上，也有可能
是节假日，只要客户定下时间，就
随时到达办理。采取“前置服务”，
尽量节约客户时间，把信息采集、
资料录入所需资料提前通过微信
传送，和客户面签时，尽量用最短
的时间办结，让客户真真正正的
感受“秒贷”。

利用监督职能，精准拓展“惠
商贷”。通过和该局工作人员交流，
掌握一些商户的人品、道德、诚信
方面的信息，也能了解到商户经营
情况的好坏，落实国家相关规定的
情况，知悉了一部分风险，相当于
做了一部分贷前调查工作。再对了
解到的不同情况再采取不同的措
施，利用产品优势获取客户。有需
求的，及时跟进，满足需求；无需求
的，建立联系，以备后用。

下一步，该中心将再接再厉，
充分利用该平台，争取在更多共建
合作领域开花结果。

齐河农商银行

打造新平台

党建结硕果

年终岁尾的2020年12月29
日，农行德州分行召开2021年“春
天行动”启动(视频)会议。市行领
导田树江、郗栋、郭延超、孙林华、
杜朝宏出席会议。

市行党委书记、行长田树江
作“春天行动”动员讲话。深刻剖
析了当前全行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深入阐述了2021年“春天行
动”的重要意义和特点，明确提出
了“春天行动”各项业务发展的思
路；围绕“负债业务”“资产业务”

“中间业务”三方面工作，提出详
细办法和具体措施。

会议认为，2020年是德州分
行“跨入系统内上游序列”的起步
年、奠基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经
营形势，全行1200名干部员工奋
力攀登、矢志前行，疫情防控与业
务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业务经营
加速前行，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2021年是“跨入系统内上游
序列”的进取年、决胜年。会议要
求全行上下必须统一思想，高度
重视，精心谋划，扎实开展，为全
年工作夺取主动权。

会议强调，“积力所举，则无

不胜；众智所为，则无不成。”2020
年收官在即，2021年“春天行动”
大幕拉开，开局就是决战，起跑就
要冲刺，要抖擞精神，步调一致，
顽强拼搏，锐意进取，沿着既定的

“作战图”向着“跨入系统内上游
序列”目标加快前进，奋力开创德
州分行美好的明天！

会议由市行党委副书记、副
行长郗栋主持。期间，市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郭延超解读了“春天行
动”对公业务综合营销活动方案；
市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林华解
读了“春天行动”零售业务综合营

销活动方案；市行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杜朝宏解读了清收处置专项
活动方案。

会议期间，市行团委书记宣
读青年员工倡议书，举行了青年
突击队授旗仪式，市行党委书记、
行长田树江为13家支行青年突击
队授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
行各部室负责人、前后台部室全
体员工，支行行长、营业部领导班
子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支
行其他班子成员，各部室及各网
点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宫玉河)

近年来，禹城农商银行党
委 深 入 落 实 省 联 社 党 委

“123456”总体工作思路，以党
建为统领，助推业务深入发
展。

党建+业务，助推经营促
发展。一是重点支持农村特色
产业发展。总行及乡镇挂职干
部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获
取辖内700余名种粮大户、161
名规模化养殖大户、500余名
示范主体、农技员信息，各农
区网点负责人利用挂职优势，
开展集中讲座活动，并逐户走
访营销，专项推介大棚贷、家
庭农场贷等产品，通过家庭
贷、鲁担惠农贷等模式解决农
户担保难问题，让有能力的创
业者充分享受“专项支持、利
率优惠、一次办好”的信贷政

策。二是推广移动办贷开展一
体化营销。目前便携式智慧柜
员机2台，适用于一对一、异业
联盟场景；移动终端15台，适
用于整村授信、企业整体等批
量营销场景。该行充分借助当
前先进便捷终端设备，通过进
社区、进村庄、进机关单位做
好网格化营销与整村授信工
作，同时现场激活社保卡、开
立账户与智e通、绑卡业务等，
通过主动服务、上门办理拉近
与客户距离，提高客户授信
面。目前移动办贷共计办理
218户、7920万元。

党建+关爱，提振精神促
发展。一是印发《关于爱心互
助 基 金 帮 扶 救 助 的 补 充 规
定》，在原基础上细化工作，进
一步明确困难职工帮扶救助

流程，确定了对3名困难职工
的帮扶救助事项，元旦前夕将
由专人把救助款项送至职工
手中，爱心基金作用得以充分
发挥。二是在青年员工管理方
面，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开展

“ 青 年 大 学 习 ”，参 与 率 达
100%。建设“书香银行”，引导
广大员工培养良好的阅读习
惯，倡导“每天读书一小时”，
从书籍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为
农商行发展献言献策。三是严
格落实党内、团内、工会组织
生活，将行领导党建联系点制
度落地，及时了解和解决基层
在党建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以解决员工实际困难为出发
点，增强员工的幸福归属感，
打造团结协作、相互关爱的团
队精神。 (房若楠)

禹城农商银行

党建引领 助推党建业务深入融合

自“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以
来，夏津农商银行大力推广“学
习强国”平台，在全行掀起学习
热潮。

平台使用有引领。建立“党
委+支部”管理模式，由党群工
作部负总责，各支部具体负责
日常管理、资料推送的管理运
行机制，确保平台使用有引领。
每季度组织召开1次“学习强
国”平台使用交流研讨会，各支
部管理员对支部平台使用情况
进行交流发言，确保平台使用
落到实处。

平台使用有动力。完善奖
励机制带动学。该行根据年终
积分排名评选 1 0名“学习标
兵”，为学习标兵颁发荣誉证书
及精美礼品，从以往的“玩手
机”逐渐转变成“抓学习”，营造
出“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为
总积分低于5000分的学员制定
每日学习计划，设立每日最低
学习积分线，每周对学习进度
进行检查。激发党员自主学习
的动力，提升工作实效。

平台推广有广度。建立“学
习强国”平台推广小组，利用支

部党建共建时机，深入共建村
庄推广“学习强国”平台。利用
村委召开党员大会、主题党日
等活动时机，积极进行平台推
广，对如何下载APP、实名注
册、创建学习组织架构、邀请党
员加入、开展学习、积累学习积
分等进行详细讲解。采取“1对
1”模式挨家挨户进行软件推广
和培训，为村民介绍平台功能
及用途，总行学习管理组定期
下村对“学习强国”平台注册情
况进行督导，确保将该项工作
落到实效。 (李宗睿)

夏津农商银行

“学习强国”激发学习正能量

工行德州分行

成功办理首笔“贴现通”业务

日前，经积极运作，工行
德州分行成功为辖内某优质
制造业企业办理首笔“贴现
通”业务。现持有一张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且急需办理贴现
业务。该公司为该行多年服
务的重点制造业公司，承兑银
行为某地方小银行且非该行
认可的优质金融机构，无法在
该行直接办理贴现业务。鉴
于这种情况，该行向客户推
荐“贴现通”办理贴现，并在各

级部门的联动配合下，于2020
年12月18日成功贴现。

据了解，商业汇票一直作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解决资金融通问题的重要
金融工具，尤其今年疫情以
来，商业汇票格外受到中小微
企业主的青睐，同时商业汇票
在贴现时因开户银行因票面
金额、到期日、承兑人授信不
匹配等各类问题导致无法贴
现的情况也时常存在，而“贴

现通”业务是由开户行承担票
据经纪角色，向票交所全市场
参与者推荐票据，撮合持票企
业与意向贴现行达成交易，彻
底解决了商业汇票的弊端。

期间，该行经济开发区支
行获悉客户贴现难的问题后，
不等不靠、迅速行动，主动寻
求上级行的帮助，各级联动，
仅用两天的时间便实现业务
落地，得到客户好评。

（宋开峰 胡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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