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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德州开发区支行

2020年运营考核总成绩位列全市第一
2020年，农行德州开发区支

行围绕发展中心、服从监管大
局，精准落实上级行和监管机构
要求，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理
念，持之以恒提升运营管理水
平。经过努力，该行全年运营考
核总成绩在全市13家支行中位
列第一，精细化运营管理取得明
显成效。

为强化运营管理，开发区支
行扎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考核机制，畅通考
核渠道，形成令行禁止的管理文
化。开发区支行根据市行考核指
标制定本行考核办法，对各类指

标赋予不同权重，并严格按照办
法开展工作，匹配专项资金确保
奖惩制度落实到位。

二是强化考核督导，帮扶
后进单位，形成均衡发展的良
好态势。支行领导及运营管理
部门适时介入后进单位的日常
管理，帮扶后进单位抓好问题
整改，弥补短板和不足，对问题
做到早发现、早整改，推行今日
事今日毕，坚决不把问题留到
以后。

三是创新工作方式，激发员
工活力，形成齐抓共管的浓厚氛
围。开发区支行丰富运营例会形

式，把例会从会议室搬到各个网
点，通过组织员工实地参观、鼓
励大家主动查找问题来激发员
工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员工投身
运营管理工作。

四是以“三铁”创建为主抓
手，助推运营管理向更高水平迈
进。自2014年以来，开发区支行
连续四年被总行授予“运营基础
管理三铁支行”荣誉称号，辖属
网点累计13次被评为总行“运营
基础管理三铁网点”，用实实在
在的成绩展现了开发区支行守
住安全运营的决心和能力。

(颜世敏)

近日，德州中行成功为辖内
客户开立首笔电子交单信用证，
有效解决了目前疫情防控常态
化形势下纸质单据寄送不畅、货
物到港无法提货的问题，以专业
高效的金融服务获得了客户的
充分认可。

与传统纸质单据处理模式
相比，电子交单方式通过网络传
输和处理单据，实现了贸易信息
的全程电子化，加快了单据流转
效率、缩短了信用证项下出口商
收汇时间，加速了贸易进程。同
时，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实现了
对贸易全过程的监控和管理，大
大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德州中行将以此为契机，继
续发挥国际业务专业优势，加大
国际结算电子化产品推广力度，
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安全、便捷、
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务，为德州经
济发展积极贡献金融力量。

（张倩）

德州中行

开立首笔电子交单信用证

临邑农商银行以春天行动
开展为总抓手，大力促进业务发
展。贷款审查审批中心严格落实

“四个中心”建设要求，坚持“信
贷质量立行”，为信贷业务保驾
护航。1月1日至1月25日，共审查
审批线下业务512户，金额1 . 91亿
元，其中新增授信金额336户，金
额1 . 31亿元。

明确责任，夯实业务基础。
“春天行动”伊始，总行召开“四
个中心”座谈会，对贷款审查审
批中心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审贷
时效，严把信贷质量关。通过完
善绩效考核办法及中心管理方
案，提高人员素质及办贷时效。
不定期开展行内业务研讨会，分
析业务中发现的风险点，提出整
改措施及处置方案，建立业务发
展与风险控制理念并行的良好
机制。

恪尽职守，落实岗位职责。
一是审查审批中心建立常态化
反馈交流机制。按照业务审查发
现问题建立台账，以书面反馈、
培训会、座谈会等形式反馈给各
业务网点，会同网点进行常见问
题整改。同时对制度中有待完善
的地方及时反馈相关部门进行
研究修订，形成操作层面和制度
层面的两级反馈机制。二是建立
贷款审查督导机制。会同贷后检
查中心，对所审查贷款需落实的
风险点进行落实督导，对风险点
的审查形成贷中、贷后全覆盖的
良好机制。

精益求精，全面提高审查水
平。一是建立中心内值班讲师制
度。每周组织审查人员学习领导
讲话、各项规章制度和最新工作
要求，对典型风险案例进行剖
析，提高中心人员专业及专注能
力，增强发现问题线索的敏锐性
和审查问题的准确性。二是学习
其他农商行好的工作方法和先进
做法，分享学习审查中出现的重
点问题，有针对性的对审查难点
及风险易发问题进行重点培训，
借他山之石，弥补自身短板，全面
提升审查审批中心履职水平。

(宋明)

临邑农商银行

提升信贷业务服务水平

葛 资讯

急客户之所急

做有温度的服务银行

工行德州分行主动服从、服
务于德州市改革发展大局，全方
位做好疫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不断创新金融服
务与产品，持续加大对制造业及
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全方位服务“541”产业体系建
设，助力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
2020年，该行累计发放人民币各
项贷款超130亿元，同比多增近
10亿元,为德州高质量发展贡献
了“工行力量”。

精准输血，全力加大对
优质制造业的金融支持

“企业品质提升项目急需资
金，多亏工行雪中送炭，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某重点企业相
关负责人这样介绍。工行德州分
行在对企业走访中，了解到该企
业服务需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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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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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行坚持把支持制造业作
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有力抓手，在
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突出对
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
推进制造业融资业务稳健增长。
全年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近40
亿元，主要覆盖纺织、化工、农副
产品加工、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
制造等行业。其中全年累计投放
项目贷款23亿元，同比多投放近
亿元；年末项目贷款占全部一般
法人贷款占比超7成。年末制造
业贷款余额超过50亿元。

创新方式，线上+线下
全力服务民营小微企业

为切实解决民营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工行德
州分行积极履行大行责任与担
当，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专门人
员、专门产品”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优势，切实将普惠金融业
务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
抓，在贷款规模上实施优先安
排，并在上报审批上开辟“绿色
通道”，年末银保监普惠口径贷
款较年初增长近4亿元,人行降
准口径贷款较年初增长近3 . 6
亿元。普惠贷款增量创近年最
好水平 ,积极研究疫情对企业
融资服务生态的长远影响，有
针对性开发推出了小微经营快

贷、e抵快贷等线上“无接触”特
色融资场景，加强与银担、农担
及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积
极研究疫情对企业融资服务生
态的长远影响，努力满足新形
势下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
求。2020年末“经营快贷”较年
初增长81户、近6000万元；“e抵
快贷”较年初增长近800户、近
4 . 5亿元；“科创贷”落地近6000
万元。

精准对接，全力服务
“541”产业体系

该行加大对“541”产业和重
点行业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拓
宽融资渠道，促进产业平稳有序
发展。自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开
展以来，累计投放工业企业贷款
近30亿元，涉及企业近270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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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牵头支持的肉制品产
业链新增贷款超1亿元，对功能
及保健食品产业链新增贷款近
1 . 5亿元，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
金融支持。

(宋开峰)

工行德州分行

“精准输血”助企业爬坡过坎

“你们为我解决大难题啦，
太感谢你们了！”客户董先生
说。1月29日，客户董先生与其
父亲来到德州农商银行黄东分
理处办理存折支取业务，计划
取了钱去医院交住院费。

董先生输了几次密码后，
因密码不对，存折自动锁定了，

“存款人是我母亲，她已经去世
了”。按照规定程序，存款人去
世后，继承人申请办理存款过
户手续时，存款人在本营业机
构存款余额在人民币3000元以
上的，需进行继承权公证。办理
业务的柜员提示董先生到公证
处进行公证后再来取钱。

董先生跟工作人员说：“我
的小女儿得了白血病，在人民
医院住院，急需用钱，我老家
在平原，来回开公证就到年后
了。”黄东分理处的内勤副行
长李春龙听后，一面耐心的安
慰客户，一面详细询问了事情
原由。发现存折里的钱大多是

存款人死亡后存入的，原来是
董先生的父亲打零工存的，老
人年纪大记性不好，把密码给
忘了。李春龙立刻打电话到公
证处咨询，了解到这种情况是
不需要公证的，又经过律师的
证实，李春龙特事特办，由董
先生提供存款人的死亡证明
等资料，为其进行了密码重置
业务，顺利将钱取出，及时送到
了医院。

“你们的服务太好了，我知
道这种业务都是很麻烦的，但
是你们没让我多跑腿，也没耽
误我上班，太感谢你们了。”
黄东分理处人性化的服务获
得了董先生和其父亲的由衷
称赞。“优质高效为客户，真诚
服务传美名，你们是一家有温
度的银行。”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客户着急，有困难，我们绝不能
坐视不理。”李春龙说。

(郭立娜 李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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