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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临邑县支行副行长陈丽

荣获“德州金融之星”称号

近日，德州平原新六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将一面锦旗送到平原
中行行长郝艳手中，公司财务部
田经理激动地说：“谢谢你们，钱
到账了，我们的30万头猪崽终于
可以养起来了！”

原来，平原新六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种猪养殖企业，今
年新建了30万头商品猪养殖项
目，但因为资金紧缺，项目迟迟不
能落地，这可急坏了田经理，“如
果钱再到不了账，我们30万头小
猪崽可咋办啊……”

年前，新六农牧公司预定了
30万头猪崽，准备厂房建起来后
圈养。如今没有资金，厂房建不起
来，预定的30万头猪崽没地儿养，
想想就犯愁。平原中行副行长张
恒了解到企业的实际情况后，决
定要帮助新六农牧公司，30万头
猪，对于养殖企业主来说，那可是
全部家当了。

张恒立即跟支行行长郝艳
反映了企业的困难，并就资金
规模跟分行条线反复沟通，最
终达成了从省行到支行的三级

联动队伍，大家只有一个目标，
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新六农牧公
司获得授信资金，让3 0万头猪
崽顺利圈养。

但是，在准备审批材料的过
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新六农
牧公司财务人员少，与省公司对
接沟通也需要时间和人员，为了
与时间赛跑，平原中行与企业商
议后，直接对接省公司沟通材料
准备事宜，支行工作人员将材料
反复核对到凌晨，确保无误后才
提交审批材料。分行条线部门以

及省行审批部门都严阵以待，整
个流程环环相扣，争分夺秒。

最终，平原中行为平原新六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审批2 . 31亿元
贷款，急需公司负责人为中行的
服务质效连连点赞：“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服务好速度快，我们选择
中行，真是省心又放心！”

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切实做好支持稳定生猪生产
和保障市场供应工作，德州中行
一直在路上……

（李琨）

平原中行为平原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审批2 . 31亿元贷款

钱到账了，30万头猪崽养起来！

近年来，建行宁津支行高度
重视普惠金融业务，采取多项措
施推进普惠业务发展，截至3月
末，该支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1 . 89亿元，较年初新增3998万元。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推进普
惠金融下沉网点。支行梳理“小微
快贷”等业务办理流程，设置普惠
专员，在网点营造浓厚的普惠金
融发展氛围；二是拓展业务阵地，
提高普惠金融发展质效。在严格
防控风险前提下，支行充分利用

“惠懂你”、“惠助你”、“惠点通”等
建行新型数字化工具精准对接目
标客群，利用厅堂沙龙等方式做
好普惠金融业务宣传；三是制定
考核办法，强化普惠金融发展力
度。支行制定专项办法，建立普惠
金融发展机制，做到“天天有突
破、周周有通报、月月有总结”。

下一步，建行宁津支行将继
续加大普惠业务服务力度，助推
普惠金融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刘迪 刘金星)

建行宁津支行

多措并举推进

普惠金融业务发展

农行宁津县支行作为服务三
农、乡村振兴的一支主力军，时刻不
忘初心和使命，把乡村振兴作为自
己的“主业”用心用力去干好。日前，
中共德州市委印发表彰文件，农行
宁津县支行被中共德州市委授予

“干事创业好团队”荣誉称号。
该团队在服务三农、脱贫攻坚

行动中勇担当、善作为，精耕细作
农村金融市场，2020年新增贷款
4 . 6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
的发展。

“强村贷”带动农村党支部领创
办新天地。按照县委组织部提供的
星级党支部清单，成立营销服务团
队，发放强村贷支持三农。

鲁担贷“贷”动农民创新创业新
辉煌。团队累计投放鲁担惠农贷112
户、金额6500万元。

纳税e贷“贷”动小微企业发展
新渠道。累计发放纳税e贷50笔、金
额5400万元。

惠农服务中心打通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该团队建立10家服务中
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超千万元。

服务疫情防控真给力。疫情期
间逆势为县财政提供拨款服务，为
县人民医院办理了5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授信，为医护人员办理天使e贷
260万元，积极捐款捐物，助力金融
扶贫和抗击疫情，切实履行自身的
社会责任。 (王培录 宫玉河)

农行宁津县支行被授予

“干事创业好团队”

荣誉称号

日前，农行临邑县支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工会主席
陈丽荣获“2020年度德州金
融之星”称号。

此次评选活动由德州市
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举
办，共计评出2020年度“德州
金融高端人才”5名，“德州
金融之星”20名。全市各银
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小
额贷款公司等各类金融机
构参与评选。

陈丽，中共党员，大学本
科学历，中级经济师。2000年
10月参加工作，带着青春梦
想，带着对银行职业的向往，
走进农行大门，穿上了农行
工装，开启了人生的新历程。
从业20余载，陈丽从基层做
起，一步一个脚印，先后从事
综合柜员、运营主管、运营管
理部监管员、网点负责人。
2015年4月至今，担任临邑支
行副行长。

陈丽从普通柜员做起，
经过虚心学习、磨炼技能、不
断努力，于2005年起，担任县
行营业部运营主管。由于第
一次担任运营主管且营业部
的工作综合性、复杂性较高，
部分领导和同事对其能否胜
任这项工作抱有很大怀疑。
为了消除大家的怀疑证明自
己，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重
托，陈丽暗自下定决心，一定
尽快适应工作、将业务学好
弄通，不辱使命，尽自己最大
努力做到最好。白天忙于日
常业务，下班处理完一天的
工作后，将遇到的新业务、难
点在本子上记下来，及时巩
固总结，并通过看书、查资
料，坚持学习新业务，每天晚
上都加班到九、十点。

那时她的孩子才三岁，
丈夫工作又忙，父母公婆不
在身旁，几乎每个晚上孩子
都和她在营业大厅呆到很
晚 。就 这 样 ，经 过 不 断 努
力，陈丽的工作得到领导、
同事和上级行的高度认可。
她先后被评为“县行先进个
人”“市行先进个人”“市行
优秀运营主管”“省级优秀监
管员”，并于2013年4月竞聘

为农行临邑迎曦分理处网点
主任。

当时，迎曦分理处是全
市唯一一家女子大学生分理
处，成为该网点的网点主任
后，陈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带领6名初出茅庐的小姑娘，
铆足干劲，迎难而上，努力提
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该
分理处连续两年获得“山东
省分行女职工文明示范岗”

“五好党支部”“德州市分行
先进单位”等荣誉。她本人也
获得了“山东省分行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以往的工作业绩让农业
银行市行、支行领导看到眼
里，同事们记在心里，2015年
4月陈丽当选为临邑县支行
分管行长。职位的晋升意味
着更大的责任与担当，陈丽
决心不辱使命，承担起这份
责任担当，不辜负各位领导、
同事的信任和重托。如何有
效带领、引导广大员工在不
同阶段的工作中，达成目标、
争创佳绩，成为陈丽心中永
恒的主题。从此她集思广益
谋思路，加强督导抓落实，身
先士卒带头干。

初任分管副行长，陈丽
快速找到工作的突破口，尽
快开展工作。她召集广大青
年员工成立了“智多星”服务
团队，组织团队及时研究上
级行下发最新产品，制定“推
广明白纸”，商讨“行之有效
的考核方案”。服务团队每周
开展经验交流会，就日常营
销经验、心得及时分享，共同
提高。联合各中层干部、青年
员工，积极谋划思路，创新做
法，立足本行实际，借鉴他行
做法经验，出台一系列推进
方案、考核方案。

2019年，为积极配合政
府普及ETC，陈丽积极联合
各乡镇、管区、村负责人，有
序高效的进驻各乡村开展
ETC安装工作。正值夏季，陈
丽和服务团队人员走出单
位，不惧酷暑，深入大街小
巷、村庄农田为广大群众免
费上门安装ETC。她身先士

卒带头干，凡是自己要求别
人做到的，必须带头做到，言
行一致，率先垂范。几乎每个
工作日、每个周末她都亲自
带 领 服 务 团 队 入 村 安 装
ETC，这样使她更具说服力
和感召力。为充分调动员工
积极性，支行每日通报各员
工安装数量，各网点主任、部
室经理每日给本部门成功办
理ETC员工发红包，最大限
度激发员工服务热情。在支
行形成了“比学赶超、热火朝
天”的服务氛围。截至ETC惠
民政策结束时，农行临邑县
支行ETC总安装数8833户，
日人均ETC安装户数名列全
市农行系统第1位。

2020年，陈丽还分管了
机构业务，为更好的服务各
企事业单位，她组织青年员
工成立“产品授课小组”，亲
自带队，逐一走进各单位送
去金融专业知识，手把手教
其理财。在惠农社保卡发放
工作中，她亲自带队入村驻
户为村民发放惠农社保卡，
并与村民勤沟通、聊家常，了
解他们的金融需求，为他们
答疑解惑。农行研发推行“智
慧校园”项目，因为该项目的
智能高效，会给学生、家长、
校方带来智能化的新型收缴
学费、餐费、智能订餐、取餐
的管理模式，能极大的节约
了广大师生、家长的时间，她
走进临邑县各中小学校园，
推进该智能平台的上线，到
目前为止，已惠及15所学校
万余学生，深得各方好评。

有努力就有收获，陈丽
获得的了2019年度“临邑县
劳动模范”2019年德州分行

“巾帼建功标兵”、2019年德
州分行优秀党务工作者、
2020年春天行动山东省分行
零售业务先进个人等等一系
列的荣誉。

她说：“作为基层行的一
名党员干部，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会继续不辱使命，砥砺
前行，发挥模范共产党员的
先锋作用，为农行、为社会的
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张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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