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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精准滴灌助力稳定经济基本盘

工行德州分行积极落实德
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靠前
发力，精准滴灌，切实扛起政治
责任和大行担当，以实际行动
助力稳定经济大盘。截至5月
末，工行德州分行各项贷款余
额近450亿元，是全市唯一一家
贷款突破400亿元的国有银行，
其中公司类贷款余额184亿元，
当年新增近25亿元，同比多增
18 . 75亿元，创历年新高。普惠
业务持续发力，截至5月末，工
行德州分行银保监普惠口径贷
款余额超过28亿元，较年初新
增4 . 64亿元，为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贡献了“工行力量”。

主动发力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近期，某纺织企业向工行
德州分行申请项目贷款，经过
德州分行积极上报业务流程，
加快项目评审资料收集及问题
回复速度，在积极做好与省行
审批部门的沟通工作基础上，
实现了项目审批完成及提款。
最终，德州分行成功向该纺织
企业投放2 . 4亿元。

工行德州分行坚决贯彻落
实关于加大对制造业助企纾困
和发展的支持力度，扎实推动
制造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有关
要求，以德州市“活力德州、智
造名城”三年行动计划为纲领，
大力支持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积极开展制造业“春耕行
动”，落实“十专举措”，稳步推
进对辖内制造业领域的贷款投
放，助力辖内制造业企业技术
改造升级。截至5月末，工行德
州分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近67亿
元，较年初增加6 . 5亿元。

持续发力支持民营企业提速升级

2022年春节当天，德州分
行成功向德州某民营制造企业
投放1 . 12亿元，为该企业稳中
前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春耕行动”“春苗行动”
为工作契机，工行德州分行通
过主动对接民营企业等一系列
措施，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
为民营制造企业注入“金融活
水”。截至5月末，该行民营企业
贷款余额86 . 8亿元，较年初净
增4 . 6亿元。

该行安排专人协同支行与
企业对接，主动上门进行洽谈，
了解企业迫切需求。以省、市下
发的重点规划项目清单为抓
手，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的
重点领域和重要项目，加大对

民营制造重点企业的支持力度。
通过抢抓大项目、大客户的方
式，以项目贷款为发力点，做好
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强势
推进民营企业贷款提速进级，
助力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强化协同联动，全力助推
民营经济发展。配置专职团队，
以辖内区县划分，安排专人与
企业做到精准对接，真正做到
为企业纾困解难。针对企业的
具体经营情况和金融需求，为
企业提供对公结算账户的开
立、国际业务、企业账户存款
产品、个人储蓄账户和信用卡
的批量开立和个人信贷产品
等“融资+结算”一揽子综合服
务，全力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

靶向发力全力服务科技创新

截至5月末，工行德州分行
共计为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新增投放国担快贷业务35
户、近1亿元。其中：“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11户、3085万元，“专
精特新”企业4户，1620万元，

“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2080
万元、6户，为全市医疗方舱建
设、消杀产品生产、防疫物资保
障等抗疫企业新增投放4户、
1510万元。工行德州分行利用
科技优势，创新产品，推进数字
普惠工程，形成科技创新类普
惠拳头产品——— 线上国担快
贷，与市融资担保公司签订融
资担保总对总合同，创新线上
融资担保方式。

工行德州分行积极参与银
保监局开展的金融支持“专精
特新”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创新
试点工作，为推进德州地区“专
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贡
献一份工行力量。

建立高效的政策传导机
制。推动开发“创享未来”系统
平台，将各类政策信息、“专精
特新”企业名单等定期推送，方
便各层级人员迅速准确地获取
信息。组建“专精特新”服务团
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银企对接活动，精准对接

“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需求，
推介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帮
助企业了解和选择适合自身实
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符
合条件的贷款项目优化审批流
程，提高投放效率，做好跟踪服
务。

争取“专精特新”区域专属
信贷政策。充分结合德州区域
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围绕“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融资差异化特

点，研发匹配“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专属信贷
产品，积极向省行进行申报。目
前，工行创新设计的“专精特
新”设备购置绿色贷款可为“专
精特新”类企业购置生产经营
性设备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

精准发力做好纾危解困

今年以来，工行德州分行
面对本市抗疫企业的急迫资金
需求，借力全市首家与德州市
融资担保公司签订“银担总对
总—国担快贷合作协议”的先
发优势，勇担抗疫责任，将抗疫
工作放在首位，主动对接，精准
服务，高效落实。

由于本地疫情的持续，德
城区某消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消杀类产品，急需扩大生产
规模。工商银行开发区支行了
解到企业困境后，主动对接企
业，积极推荐国担业务产品，并
为客户解读国担业务优势，得
到了客户的认可。同时，鉴于抗
疫企业的迫切资金需求，该行
为抗疫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从
开立账户到资金投放，仅用时3
天，落地国担快贷450万元，获
得了抗疫企业的高度赞誉。

稳步发力，全面服务稳外
贸工作。工行德州分行积极贯
彻落实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的
要求，助力稳定外资外贸基本
盘，探索为外贸企业贸易融资
减费让利的新举措。该行根据
企业需求制定融资方案，积极
向辖内重点外贸企业推荐国际
贸易融资业务，借助外币融资
低成本的优势，最大程度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

今年2月份，我市某重点外
贸企业拟从境外进口生产原
料，通过信用证的方式结算。工
行德州分行为企业办理了3843
万美元进口押汇业务，期限5个
月，用于支付进口货款，融资利
率较企业人民币贷款利率大幅
下降，累计为企业节约融资成
本约300万元。

工行德州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汤凯表示：“金融是实体经
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
金融的天职。下一步我们将深
入贯彻落实总省行关于助力稳
住经济大盘的决策部署，坚持
实字当头、干字为先，充分发挥
综合化服务优势，进一步扛起
国有大行责任担当，持续加强
对实体经济的金融供给与服
务，全力为稳定经济大盘贡献
工行力量”。

(宋开峰 王文钊)

工行德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汤凯(左二)实地调研企业

为深入贯彻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要求，
德州中行团委积极加强清廉金融文化的
培育、宣传和引导，在全行青年员工范围
内组织开展了金融青年清廉行动“五个
一”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场学习交流

4月23日，德州中行团委开展青年理
论思想研讨会，围绕青年政治素养和理论
水平，提高廉洁自律的认知能力和自省能
力，以及团员青年关心关注的焦点问题和
青年对清廉金融的心得体会进行了交流
讨论。会上，部分青年员工结合工作实际，
提出了对清廉金融的看法，并就提升清廉
知识的穿透力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了
青年员工的创新能力和智慧。同时，青年
员工将自己的清廉故事和身边人的清廉
实际事迹进行了分享，进一步感悟清廉传
统，凝聚清廉力量，激发清廉自觉。

一次征文比赛

活动期间，德州中行团委以“清廉金
融”为主题开展征文比赛，参赛人员范围
扩大至全行员工及员工家属层面，鼓励
员工和员工家属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
的廉洁元素，弘扬廉洁文化。在征文比赛
中，辖属陵城支行刘军荣的《清风永驻，
尘世人间》被山东省银行业协会刊载；市
行办公室李琨、纪委办公室王旬旬带动
子女学习清廉文化，员工子女的清廉金
融征文《妈妈的笔记本》《敬廉崇洁 诚
信守法》被德州银行业协会刊载。同时，
德州中行团委还制作了清廉金融视频故
事《岸》，并被德州银行业协会广泛宣传。

一场警示教育

4月28日，德州中行团委组织青年员
工代表赴德州机床厂旧址普利森博物馆
开展“党的青年运动史”主题团日活动。大
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通过一张张图片、
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故事，追随前辈们的
奋斗足迹，详细了解德州机床厂的清廉发
展史，在思想和精神上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洗礼。通过红色革命遗址巩固拓展大家的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党性修养，锻造
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
的工作作风。

一场融合活动

4月25日，德州中行团委委员与开发
区支行团支部共同开展青年融合活动，
参加开发区支行青年员工座谈会，围绕
基层团组织建设、团员青年关心关注的
焦点问题和基层团员青年清廉学习进行
了交流讨论。会上，部分青年员工从工
作、生活和清廉学习等方面提出了诉求，
该行团委对青年员工的诉求进行了现场
解答，不能及时解答的一一记录，后期将
会反馈相关部门，并给予青年员工合理
满意的答复。

一次志愿活动

该行团委积极发挥“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作用，辖属团支部动员本单位青年志
愿者开展志愿服务、金融知识宣传等活
动，培育金融青年廉洁从业和无私奉献精
神。疫情期间，禹城支行团支部快速行动，
成立疫情值班志愿服务小组，驻禹城市粮
转站家属院进行夜间值守。值守期间，青
年突击队对值守区域内及过往群众做好
防疫宣传教育、思想疏导；配合市疫情防
控小组每一次的筛查排查，协助医护人员
完成核酸样本采集187份。平原支行团支
部创新发动行内青年员工通过微信、电话
等形式为客户答疑解惑，科普清廉知识，
为客户提供暖心服务。

德州中行团委将以此为契机，将金融
青年清廉行动同分行经营发展相结合，以
实际行动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助守德州中行金融政治生
态的“绿水青山”。

德州中行青年清廉行动

助守金融生态“绿水青山”


	N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