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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遇冷
政府部门将出台政策完善补偿机制

农行州城支行

贵金属业务营销喜讯频传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马瑛
郭光普)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金融
办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座谈
会上获悉，2012年12月份德州开展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以来，到目
前仅开展了两笔业务，贷款额共计
90万元。政府部门将出台相关政策，
完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补偿机制。

据了解，2012年12月21日，德州
银行和人保财险德州市公司合作开
展的全省第一笔中小企业贷款保证
保险保单在德州成功签单，为客户提
供了用于生产经营的40万元融资资
金。标志着德州政策性城乡小额贷款
保证保险工作正式启动。但是截止到
目前此工作仅开展了两笔业务，贷款
额共计90万元，距离一年试点期内投
放5000万元贷款的目标还有很大差
距。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风险补偿机
制不足是制约工作发展的原因之
一。据了解，根据相关协议规定：保
险公司承担风险总额为年度保费的
150%；银行则在贷款风险超过3%
的情况下停办该项业务。而小额保
证贷款是所有贷款中风险系数最高
的贷款种类，保险公司无法为贷款
风险提供足够的补偿。另外，承办此

项业务的网点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业务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出现的
情况，下一步政府部门将把小额贷
款保证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来引
导，在银行、保险公司严控风险的前
提下，政府出台政策，完善小额贷款
保证保险补偿机制。另外，德州银行
和人保财险将要增加业务网点，力
争在全市范围内推开。

今年以来，贵金属投资收藏持续
走热，农行州城支行相继推出了标准
金条、银条、金钱、传世之宝、金银纳
福贺岁新品等，备受市民青睐。截至一
季度末该行销售实物黄金273克，实物
白银13160克，存金通2620克，熊猫金币
1000克，汇总折算后19673克，超额完成
市行“春天行动”下达计划的153%。

春节期间开展了州城支行“迎新
春、送贵礼”中层以上干部带头营销
贵金属活动，发挥支行中层以上领导
干部“以点带面，率先垂范”的营销精
神，全行中层员工利用春节拜年走访

的时机，35名中层员工共营销白银
5623克；春节来临之际，各营业单位
放弃休息时间，携带农行州城支行实
物黄金、白银系列贵金属产品，走进
嘉城尚东小区、鲁北钢材市场等市场
小区宣传营销。贵金属制作精美，高
贵不失个性，加上员工热情的营销，
吸引大批客户前来购买。自“进市场、
进社区”活动开展以来已合计营销白
银产品4000多克，黄金100克。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制作贵
金属产品，为客户提供独一无二、尊
贵专享的定制服务。针对企事业单位

周年庆典、员工嘉奖、市民投资、收
藏、馈赠等需求，进行积极营销，为客
户提供更丰富的选择。该项业务一经
推出，支行党委安排支行个人金融业
务部设计印刷了2万份《贵金属定制
营销明白纸》，通过报纸夹报形式进
行了大力宣传推广。3月29日该行成
功营销了一家机关单位的定制黄金
业务，共订制“嘉奖金牌”22块，总重
量达1306 . 2克，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1 . 5万元，该项业务的办理填补了农
行州城支行贵金属定制业务的一项
空白。 (宫玉河 苏厚华)

根据省联社要求，平
原联社针对农村信用社
协理员协理业务服务方
式陈旧，管理较为薄弱的
现状，扎实开展协理员管
转工作。

联社对于城区协理
员，不符合条件和协理业
务没有发展潜力的进行
了集中清退，存款余额
较大的则转型为电子机
具管理员。重新聘用的
协理员全部签订聘用协

议，对协理员转型后的
服务范围进行了重新界
定。加强宣传，公开透明
协理员的职责和范围，
加强群众对其监督和规
范。同时要求客户经理
经常深入农户，加强与
广大客户的联系，及时
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料，
解 决 协 理 员 管 理 中因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
督盲区，防范各种风险。

（于华 董业勖）

平原联社

协理员管转取得实效

2013年3月30日临邑
联社召开第三届社员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同日上
午，临邑联社第三届理事
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在联
社三楼和二楼会议室成功
召开，该联社社员代表、理
事、监事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陈艳峰主任
主持，会议由杨晓亮理事
长、黄家信监事长和陈艳
峰主任分别作了《临邑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三
届理事会2012年度工作
报告》、《临邑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第三届监事会
2012年度工作报告》、《临
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2年度工作执行情况
和2013年度业务发展规
划》等报告，并提请与会
代表进行审议，通过举手
表决、律师见证，顺利通
过各项决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 (王丽 房晖)

临邑联社召开第三届

社员代表大会二次会议

临邑联社

召开宣传培训会议

3月26日晚，临邑联
社召开信息宣传及公文
写作培训会议，共100余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通报了1、
2月信息宣传稿件采纳、
发表及各单位信息宣传
加扣分情况，大家对如何
提高写作水平展开了热
烈讨论。随后，会上传达
前期全市公文写作培训
会议精神及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
年6月29日发布的新公文
格式、公文写作、办理流
程、文档管理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讲解。最后，综合
部经理对下一步信息宣
传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此次会议，对进一步
提高该联社信息宣传水
平、规范公文写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房晖 王丽 郭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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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结束的全省建行系统小
企业业务工作会议上，建行德州分
行获得“小企业业务发展优秀奖”。

自去年以来，建行德州分行紧
跟上级行业务发展导向，大力拓展
小企业客户，实现了小企业业务又
好又快发展。自去年以来，小企业
信贷客户新增80户，贷款余额新增
4 . 3亿元。在客户发展中，分行加
大客户储备，建立了小企业客户储
备库，合计储备小企业客户93户，
为小企业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同

时，加大新产品推广力度，将“助保
贷”业务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去年
新增助保金池3个，拓展“助保贷”
客户 3 8户，投放贷款金额 2 . 6亿
元，今年全行又新增四个县域“助
保贷”贷款，使开办“助保贷”业务
的县市达到了七个，贷款余额达到
了4 . 2亿元，极大推动了小企业贷
款业务较快增长。同时，顺利实现
了“供应贷”、“善融贷”业务新产
品的突破，成为全省较早实现产品
突破的二级分行。 (建德宣)

建行德州分行荣获全省小企业业务发展优秀奖

只要您有一张建行卡，登录
建行网站www. ccb. com，点击页
面左上角“悦生活”，选择电费，
输入用户号、缴费金额即可缴
纳。详询建行网点或95533。

温馨提示：(电费用户号拨
打95598电力服务热线查询)

一张建行卡
轻松缴电费

3月28日下午，禹城
联社召开第三届社员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该联
社理事会、监事会全体成
员、经营班子成员和93
名 社 员 代 表 参加了会
议，禹城市金融办庞永杰
主任、人民银行禹城支
行何意行长、德州银监

分局禹城办事处刘洪涛
主任应邀出席。全体与
会代表审议通过了理事
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
作报告、2012年度股金
分红方案等10项报告和
议案，会议圆满完成了
各项任务，取得了预期
效果。 (季海)

禹城联社召开第三届

社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3月 3 0 日 晚 ，禹 城
联社举办“青春践行十
八 大 奉 献 岗 位 创 一
流”诗歌朗诵比赛，来
自 辖 内 基 层 信 用 社 的
1 8 名青年员工参加了
此次比赛。参赛选手结

合自身岗位，通过诗歌
朗诵的形式，抒发了扎
根基层、奉献青春、争创
一流的个人情怀，展现
了青年员工奋发有为的
精神面貌。

(张红艳 王茹茜)

禹城联社

举办诗歌朗诵比赛

乐陵联社以创新谋
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
客户为中心，全面增强
市场竞争力。

通过开展“阳光信
贷工程”实行贷款过程
公开化，透明化管理，打
造一条公开透明、规范
高效、互惠互利的支农
绿色通道，满足多元化、
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
需求。加强科技创新培
训，保证信息技术系统

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通过线路规范创新提高
网络运行效能，优化网
络拓扑，提高应急处理
障碍能力。提升金融服
务水平，畅通结算渠道，
积极拓展农村地区电子
银行业务市场，改善农
村地区支付环境，逐步
实现农民足不出村就能
办理业务，促进城乡金
融一体化发展。

(杨希军 顾守华)

乐陵联社
增强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禹城联社
在支持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上做足文章。结合
当地农业发展特点，强
化对特色农业、规模农
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的重点扶持，资金向
大棚种养业、畜牧养殖
等传统优势产业倾斜，
培植了以伦镇向阳坡
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
安仁王子付奶牛养殖
基地、张庄德邦肉羊养

殖专业合作社等为代
表的农业产业项目，促
进了当地农业转型升
级。今年年初，该联社
紧跟十八大精神和当
地农业发展规划，开展
了以“普惠金融”为主
题的“春天行动”，将更
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
种养户、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领域，截至目
前，涉农贷款余额已达
31 . 7亿元。 (王莹)

禹城联社
“贷”动农业转型升级

相关链接：德州市政策性城乡小额
贷款保证保险是在政府引导下，人保财
险德州市公司与德州银行成功推出的
政策性保证保险，该项业务坚持“政府
推动、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独立团队、
单独建帐、封闭运行”的原则，是为满足
中小企业、种养殖大户和城乡创业者等
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小额融资的需求，由
借款人投保，银行以此作为主要担保方
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信贷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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