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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末新增信贷154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4 . 64%，比年初下降0 . 05%

武城联社开展“贷款营销月”活动

平原联社开展党员包户帮富活动

平原联社加强防范非法集资活动

平原联社严格执行“禁酒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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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马瑛 通讯
员 孙茜茜) 17日，记者在德州市金
融工作办公室了解到，到5月底，全市新
增信贷投入154 .56亿元，全市不良贷款
率为4.64%，比年初下降0.05%。

到 5月底，全市新增信贷投入
154 . 56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46 . 7%。
其中：市内银行新增贷款98 . 9亿元，同
比多增14 . 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3 . 8%；市外银行贷款新增55 . 6亿元，

同比多增9 . 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3%。委托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理、保函等表外业务实现融资192 . 5亿
元，完成全年计划的46 . 1%。截至5月
底，全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1846 . 02亿元，比年初增加209 . 11亿
元，增长12 . 8%，同比多增50 . 92亿元；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198 . 79亿
元，比年初增加83 . 91亿元，增长7 .5%。

“百日集中治理行动目前已经进

行了2个多月了，到验收阶段效果就
更加明显了。”金融办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截至5月末，全市不良贷款率
为4 . 64%，比年初下降0 . 05%。记者了
解到，为了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德
州市于4月23日至7月12日，在全市开
展金融生态环境百日集中治理行动，
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纪律等综合手
段，集中清理大额不良贷款，打击恶
意逃避银行债务行为。

今年以来，德城区农村信用社开
展2013“服务三农圆梦行动”，更好地
服务“三农”经济发展，截至目前，涉
农贷款余额为38 . 16亿元，帮助农民
实现“致富梦、小康梦”。

做服务三农圆梦“好帮手”
该联社自6月10日起，开办了“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交易全部免费，开
办有好礼，幸运大奖等您拿”活动，上
门宣传和拓展“网上银行+财富在手
卡”电子产品交易全免费活动，截至
目前共发展网银17976户，发展财富
在手卡6715户，极大便利了客户。畅
通支付结算渠道，通过布放“农金
通”，布设ATM机，使周边农户足不出
户就可以办理各类涉农补贴资金支
取、小额现金存取、转账等金融业务，
目前，在黄河涯、二屯等乡镇设立农
金通19台，在全辖营业网点共布设
ATM机43台，惠及了广大农户。

做服务三农圆梦“金纽带”
该联社深入开展三大工程，更高

层次、更大范围地提升支农服务水
平。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
程”。在运达物流园、东地、银座等3处
位置优、客流量大的区域布设离行式
自助设备5台，为广大城乡客户提供
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服务优化，实
施“阳光信贷工程”。设立阳光信贷服
务大厅、信贷专柜，全面公开贷款条
件、流程等，打造“公开透明、高效便
捷、服务优化”支农绿色通道。高效便
捷，实施“富民惠农创新工程”。创新
信贷金融产品，相继开办林权抵押、
仓单质押贷款等，推出妇女创业贷
款、双千帮扶贷款，截至目前发放“双
千帮扶”贷款100户、499万元；发放妇
女创业就业小额担保贷款4 3 7户、
9314万元。

做服务三农圆梦“及时雨”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紧紧把握农
村经济发展趋势，贷款投向逐步向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截至目前已扶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51户，发放贷款
1302万元。该联社在黄河涯信用社设
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专营服务机构，配
备工作人员，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四位一体的贷款模式，重点
支持产业基础牢、经营规模大、品牌
效应高、信用记录良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实
地调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全部纳入信用评定范围，积极
对合作社及社员评级授信，核发贷款
证，第一时间发放贷款资金。目前，已
为德城区德丰罗非鱼养殖、溪林湾养
殖、鑫坤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办
理贷款，使合作社规模得到了进一步
壮大，带动农户走上了致富路。

（付小剑 刘玉磊 孙海敏）

近日，平原县农村
信用社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 “党员包户帮富”活
动，在帮富活动中，他们
采取了五条措施：一是
每名党员选定10户农民
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全
县120名党员共与1200
户农民结成了帮扶对
子，并一包三年，直至脱
贫致富；二是帮助承包
户制定切合实际的致富
方案；三是帮助每个所
包农户选上一个有市
场、有效益的致富项目；
四是帮助每户解决一笔

贷款作为项目启动资
金；五是到年底让所包
户人均增收800元。

县农村信用社还专
门成立了考核班子，对
各个基层社党员的帮扶
情况，每月一检查，每季
一考核，促其加大帮扶
力度。截至目前，全县
120名党员已与1200多
户农民结成了帮扶对
子，帮助1000多户农民
新上了种养加项目，到
今年6月底，共发放支农
贷款9000多万元。

(高玉才 于华)

为促进武城联社信
贷业务发展，进一步抢
占市场、提高竞争力，该
联社将2013年6、7月份
定 为“ 贷 款 营 销 活 动
月”，全体动员，主动出
击 ，开 展 贷 款 营 销 工
作。一是在贷款营销淡
季，该联社变被动等待
客户上门为主动寻求
优质客户，大力开展贷

款营销活动。二是在新
信贷系统上线之际，加
大对客户经理的考核力
度，提高拓展费比例；三
是“贷款营销活动月”期
间，将全体员工纳入贷
款营销人员范畴，对表
现优秀的营销人员给予
适当奖励，从而提高员
工贷款营销积极性。

(周玉霞 陈慧)

去年以来，平原联
社采取审计部与监察保
卫部联合的方式深入开
展非法融资排查活动，
取得了较好的排查治
理效果。通过查询账户
流水，将员工账户信息
全部打印，查看资金流
入及流出情况，除正常
工资收入和日常消费外
重点排查大额资金的流
入、流出情况。查询个人
征信报告，将个人月度
支出金额与个人收入相

对照。要求将全体员工
的个人信用报告进行查
询打印，能够有依据的
掌握客户的贷款余额和
担保金额。他们还通过
走访客户、各乡村有威
望人士、包片行风监督
员以及开通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等多种方式，
全面了解有无内部职工
借用资金长期不还的人
员，逐项、逐岗、逐人进
行拉网式排查，不留死
角。 (董军)

今年以来，为全面
贯彻省联社和办事处关
于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
的规定，平原联社积极
执行关于工作日中午禁
止饮酒的规定，取得良
好效果。

明确各单位负责人
为本单位的第一责任
人，负责抓好本单位人
员执行“禁酒”规定的
管理，要求领导干部率
先垂范 ,深入贯彻执行
工作日中午禁酒制度。
在 带 头 贯 彻 执 行“ 禁

酒”规定的同时，加强
员工的教育、监督，和
职工们一起贯彻好、落
实好“禁酒令”，坚决杜
绝违规饮酒现象发生。
为保证禁酒规定落实
到位，该社通过加强对

“禁酒令”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由监保部与
综合部联合定期不定
期对辖内网点明察暗
访、走访员工、受理举报
等形式，对违反禁酒令
的行为，做出相应处理，
严肃查纠。 (董军)

今年以来，工行德州分行充分发
挥“网贷通”独特的业务优势，对口营
销，全程服务，全力助推小微企业发
展，截至5月末，该行“网贷通”业务
余额突破16亿元，较年初增长逾2亿
元，“网贷通”增量系统内全省排名
前茅，得到当地小微企业的一致青睐
和好评。

据介绍，“网贷通”业务是工行凭
借网络优势和风控技术向小微企业
客户提供的一种网络自助式循环贷
款服务。小微企业只要一次性签订

循环贷款借款合同，在合同规定的
有效期内，即可通过网上银行自助
进行合同项下提款和还款业务申
请，系统自动处理，资金实时到账，
使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贷款的申
请、提款和归还等过程，其额度可循
环使用。

对于小企业主来说，最关心的应
该是“急时有钱用”。据了解，“网贷
通”最显著的特色是“随时随地、随借
随还”，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还款时间是由企业自己做主，特别契

合小微企业融资“短、频、急”的需求
特点，且计息时间按资金的实际使用
天数计算，未使用贷款额度不计息，
这是与传统信贷产品最主要的差别。
所以如果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计
算好时间，融资成本会比传统贷款节
省不少。正是由于这款产品通过网银
自助形式借贷，可以很便利地实现

“足额授信、高效自主、不提款不计
息”的功能，因此降低了小企业的融
资成本，有效提升了融资服务的效率
与水平。 （宋开峰）

工行德州分行“网贷通”解企业“燃眉之急”

6月1日，庆云农信
社举办第二届“信合一家
亲”职工运动会，来自全
县农村信用社16支代表
队，160余名运动员分别
在6个组别，29个单项项
目中进行激烈角逐，有31
名运动员在19个项目中
刷新了运动会纪录，充分
发扬了广大信合员工“更

高、更快、更强”的奥林
匹克精神，既是对该社
全体员工身体素质的一
次大检阅，又是对各网
点在群体意识、竞争意
识、团队精神和顽强拼
搏精神方面的一次综合
考验，全面展示了全县
农村信用社广大员工良
好的精神风貌。(王新波)德城区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圆梦”助农舞出“精彩”

庆云联社举办第二届职工运动会

今年以来，平原联
社坚持以“安全就是信
誉、安全就是效益、安
全才能发展”的方针，
实现了“零案件”安全
营运无事故。联社重点
查找制度落实方面存
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针对制度执行难点，制
定对策，强化整改，堵
塞漏洞。通过非现场检
查与现场检查、专业分

散检查与联合集中检
查、定期检查与不定期
检查相结合，加大对重
点工作、薄弱环节的检
查监督频率和力度。通
过设立“高压线”，不断
强化检查监督和刚性
约束，及时发现风险隐
患，纠正违规操作行
为，促使案件防控能力
提高。

(董军)

平原联社案件防控稳步进行

今年以来，平原联
社在案防安保工作中，
坚持“预防为主、防查
并举、标本兼治”的工
作方针，使安全保卫工
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全社形成一级抓一
级，全员自觉参与的局
面，构建起全方位的安
全责任体系。通过以会
代训、岗位练兵等多种

方式，加强对员工的业
务技能培训，让员工充
分掌握和熟悉自身岗
位的内控要点，增强主
动预防案件和防范风
险意识。分别制定了合
规经营、合规操作、案
件防范和安全保卫工
作自查实施方案，扎实
开展全面自查。

(董军)

平原联社狠抓案防安保工作

近日，武城联社组
织员工走上街头开展
了为期1周的以“警惕
网络洗钱陷阱，增强反
洗钱意识”为主题的反
洗钱集中宣传活动。武
城联社利用网点多、服
务广的优势，按照贴近
社会公众需求、符合城
区及乡镇特色的原则，
通过街头宣传、标语宣
传、LED滚屏宣传、散

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因
地制宜地开展宣传活
动。本次反洗钱宣传期
间，武城联社共发放宣
传手册及折页3000余
份，解答客户咨询500
余次，使社会公众进一
步了解了洗钱对社会
的危害以及反洗钱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
了群众的反洗钱意识。

(王慧慧)

武城联社开展反洗钱宣传

按照办事处关于
端午节安保总体工作
部署及要求，平原联社
结合业务实际，切实抓
好端午期间的安全保
卫工作，促进了整体安
全防控能力的不断提
升。由联社监保部带队
分四组按照“突出重
点、预先防范、全面检
查、现场整改”的原则，

对全县25个信用社进
行了拉网式安全大检
查，联社1个中心库和27
个ATM机全部实地检
查到位。严格细致查找
问题，及时全面整改不
足，确保做到“五个坚决
防止”，通过提高员工

“三防一保”技能，认真
将节日期间的安全保
卫工作落到实处。(董军)

平原联社开展安全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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