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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工行德州分行召开
2022年全市一季度工作会议。今
年一季度，该行本外币贷款较年
初增长近24亿元，创同期历史新
高，贷款余额突破420亿元，稳居
国有银行首位，总量领先优势进
一步巩固；不良额、不良率较年初
实现大幅“双降”，资产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拨备前利润、净利润均
好于去年同期，盈利能力和风险
抵补能力显著增强；全部存款、各
项存款日均增量均高于同期，客
户服务生态系统加速搭建，人民
金融的底色不断彰显。取得了好

于同期、系统进位、核心业务同业
领先的显著成效，荣获全省优胜
分行一等奖，实现了旺季经营工
作“开门红”“开门稳”。

工行德州分行立足“国之大
者”，着力加大对重点项目、重点
领域的信贷投放，继续深入开展

“项目贷款双百亿”攻坚行动，为
企业提供多渠道、低成本的融资
支持，向实体经济注入更多“金融
活水”一季度累计投放各项贷款
近45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长
近24亿元。其中，制造业贷款增
长近8亿元，中长期制造业贷款

增长2 . 2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增
长近9亿元。全力推广重点产品。
成功落地德州市首笔“市级银担”
业务，累计投放国担快贷超过2亿
元，实现了“市级”国担业务在全
市支行的全“覆盖”，业务份额同
业占比近7 0%。加大支持力度，
推动普惠金融实现了“增量、扩
面、提质、降本”。普惠贷款较年
初增长近5亿元，涉农贷款增长
近15亿元，精准助力中小微企业
纾危解困。

今年以来，工行德州分行把
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以推进

总省行重大战略和重点工作为主
要抓手，加快补短板、固根基、扬
优势，为经营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能和活力。坚持客户至上，个
人金融银行战略推进势头良好、
市场地位巩固提高。个人金融资
产余额、新增四行“双第一”；手机
银行客户规模存量、增量持续保
持四行第1；坚持“房住不炒”总基
调，个人住房贷款较年初新增近
13亿元，余额突破250亿元，余额、
增量排名四行“双第一”，满足人
民群众的合理住房需求。

(宋开峰 李欣瑶)

工行德州分行

实现一季度经营工作“开门红”

日前，德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有关负责人专程来到农行
德州分行，向该行送上“全市住房
公积金缴存先进企业”牌匾，并授
予该行人力资源部经理岳浩

“2021年度全市住房公积金先进
经办人员”荣誉称号。

据介绍，作为一家国有股份
制银行，农行德州分行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
标，牢固树立依法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良好风尚，连续14年足额缴
存。目前，农行德州分行机关全部

员工(含内退)227人建立住房公
积金账户，单位缴存比例为12%，
每月缴存金额达56万余元。此外，
该行还按规定及时办理住房公积
金其他项下业务，并且是第一批
开通托收业务的单位。

为促进工作顺利开展，该行
配备专业工作人员。经办人员精
通住房公积金政策，熟练办理本
单位住房公积金有关业务；熟练
使用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电
子证照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及时
办理增减员业务，每月按时做划
账处理；积极做好本单位内职工

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和咨询，维
护职工住房公积金合法权益。

据了解，早在2017年12月，农
行德州分行就与德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开展“数据直连”合作，
这一合作成为全省典范，为促进公
积金贷款业务提供积极助力。

农行德州分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王琳琳见德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时说：“下
一步，要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加
大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处理力
度，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做出应
有贡献。” (宫玉河)

农行德州分行荣获“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先进企业”称号

“社保卡还可以上门办理，而
且即申即办，整个过程不到10分
钟，真是太方便了！”5月11日，家
住某乡镇的市民刘先生在工行德
州分行工作人员帮助下体验了一
把“社保卡即时制卡”上门服务。
这是近期山东工行在全国首创的
社保卡一站式无线移动服务，解
决了老年客户、行动不便客户无
法到店即时办理社保卡的业务痛
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保卡
移动一站式制卡。

据了解，工行“社银一体”智
能便携式即时制卡机，突破了传
统的技术壁垒，打通网络环境，一

台设备就能操作社保卡信息采
集、制卡、启用、银行金融功能激
活等所有流程，实现了即时制卡
和银行设备的集成统一，大大缩
短制卡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同
时，合二为一的智能制卡设备具
有体积小、易携带、功能全、时效
快等优点，让社保卡“上门服务”
更轻松方便，为参保群众带来更
好的服务体验。

智能制卡“一体机”不仅能够
完成即时制卡工作、办理社保卡
密码设置、账户注销、跨行换卡、
社保卡查询、即时换卡等所有社
保卡业务，还能办理个人的银行

开户、转账汇款、手机银行等金融
业务，业务范围更全面，服务功能
更完备，让参保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社保卡和金融业务的

“一站式”服务。
下一步，工行德州分行将重

复利用“社银一体”智能便携式即
时制卡机的便捷优势，不断拓展
主动服务范围，积极深入到社区、
乡村、企业提供主动上门服务，为
参保群众提供足不出村、足不出
户、足不出企的社保卡业务办理，
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全
力建设人民满意的银行。

(宋开峰)

工行德州分行智能便携式即时制卡机

跑出惠民服务“加速度”
为提高农业银行掌上银行社会

公众知晓度，提升支付服务水平，5月
7日上午，农行德州分行举办“德州农
行掌银日”启动仪式。德州市大数据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耿发升，人民银
行德州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纪
秀江，农行德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徐家勇等共同出席启动仪式。

据了解，农行德州分行坚持因地
制宜、精准发力，在智慧校园、智慧食
堂、政务服务等场景建设方面做了大
量有益探索，推动场景金融服务能力
稳步提升，便民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安全、便捷、高
效的支付服务需求，也充分体现了农
业银行着力打造全渠道、全场景、全
链路的经营策略。

在平原县，由教体局牵头，农行
平原县支行提供金融科技支撑，建立
了由“网上订餐”到“刷脸取餐”的“智
慧餐厅”，并成功入选山东省新型智
慧城市惠民领域优秀案例。目前，平
原县每月掌银缴费总交易笔数突破
14万笔，总交易金额突破4100万元，
农行掌银在保证师生食品安全、提高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等方面取得明显
效果。

启动仪式上，通过视频形式介绍
了农业银行掌上银行提供的各类场
景金融服务；让部分前台员工讲述

“我和掌银的故事”，与会人员深受启
发。该行将做好手机银行、云闪付等
银联标准移动支付产品的推广应用，
配套好各项活动，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构建政务、民生、消费、零售等全领
域的开放金融生态，打造一批可复制
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德州移动支付便
民工程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提升人
民群众数字素养贡献农行力量！

(宫玉河)

农行德州分行

举办“掌银日”启动仪式

4月29日，德州中行团委荣
获德州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该行青年员工周景良荣获德州
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近年
来，德州中行团委注重发挥青年

“先锋队”作用，积极打造青年阵
地，凝聚青年员工力量与才智，
谱写了一曲德州分行青年员工
展现责任担当的美丽诗篇。

战疫勇担当：在疫情防控初
期，德州中行团委第一时间号
召青年员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全
行青年员工积极响应，在不到两
天的时间内，全行66名青年员工
通过线上募集通道捐赠款项
8500元，直接支付到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账户，全力支持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今年3月份，德州
发生疫情，齐河支行团支部4名
青年员工撑起1家支行，保证业
务有序开展；禹城支行团支部
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活动，
参与小区核酸检测和夜间轮值

工作；市行公司金融部青年突击
队在疫情期间助力齐河、禹城
两家方舱隔离点建设，发放贷
款1亿元，进一步树立了金融服
务窗口的青年旗帜。

创新显身手：德州中行团委
注重发掘青年员工聪明才智，激
发青年员工活力。2021年，该行
团委着力打造线上平台，开展青
年员工线上沙龙活动，创新打造

“吐槽大会”，围绕“聊聊手机银
行那些事儿、开门红的故事”等
主题进行线上交流，为分行业务
发展和经营管理建言献策，贡献
青年智慧，进一步激发青年员工
活力，全年累计为青年员工解决
问题61件。为打造全行青年员工

“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该行
团委发动青年员工开展青年微
课堂活动，青年员工结合自身岗
位制作微课程近40期，在全区进
行分享，适应线上学习的新趋
势，有效提升分行员工的业务素
质，得到全行员工的高度认可。

服务赢赞誉：该行坚持团建
融入业务，发挥青年组织活力优
势。积极介入重点客户营销过
程，配合辖内支行组织与企业联
动，进一步密切银企关系。围绕
全行业务中心，开展外汇“1+1”
外汇宣讲活动、举办“树立风险
中性理念 防范经营风险”外贸
企业客户会、举办“百场千户”客
户对接会、举行“中银书屋”揭牌
仪式等活动，促进全辖青年员工
实践省、市分行重大战略安排和
落实，引领全辖团员青年积极发
挥生力军作用，在业务创新和营
销攻坚中绽放光彩。引导辖内团
支部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
青年员工活动，参与社会公益，
服务民生，在“9 . 9社会公益日”
捐款近万元。

德州中行团委将继续践行
社会责任担当，发挥青年智慧力
量，在现代银行集团的建设征程
中奋勇前行，唱响时代最强音。

(李琨)

德州中行团委荣获德州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为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深化
服务惠民，实现党建与社区工作的
深度融合，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根据市委组织部的要求，主动与社
区对接，做好2022年度“双报到”工
作，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重点工作，
把工作做具体、做扎实、做到位，中
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主动与铁西南
社区进行对接，并向社区捐赠了室
外专用大垃圾桶、防风专用簸箕、创
城公益广告宣传展板等物资。

通过共驻共建活动，企业履行
了社会责任与担当，为辖区居民解
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和难题。今后，公
司将继续把“双报到”工作坚持做下
去，争取形成区域党建工作合力，更
多为辖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涂婷）

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凝心聚力双报到

共驻共建促发展


	N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