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市农信社1 . 13亿元支持企业融资

““春春雨雨工工程程””助助力力县县域域经经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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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德州市农村
信用社始终以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为己任，赢得自身效益的和
谐发展。截至2013年9月末，全
市 农 村 信 用 社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504 . 72亿元，新增83 . 95亿元，
成为全市首家存款突破500亿
元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339 . 2亿元，新增40 . 6亿元，存
贷款市场占有率和新增市场占
有率两项指标均居全市各金融
机构第一位。其中“春雨工程”
实施以来，已为 2 7家“春雨工
程 ”入 选 企 业 提 供 贷 款 支 持
1 . 13亿元。

凝聚各方共识 强化优势转化
“春雨工程”就是在德州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加
快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实现
小微企业融资一体化的具体体
现，有利于培养客户诚信意识,推
动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德
州农信社积极加强与联合会、优
质担保公司的沟通合作，完善服
务体系，将“春雨工程”的组织优
势、资金优势转化为管理，增强
小微企业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做实制度设计 强化试点实践

通过前期试点探索，“春雨

工程”基本形成了“政府推动、企
业参与、融鑫担保、银行助推”的
四方合作机制。德州农信社进一
步明确责任分工、业务流程、优
惠政策，确保业务操作规范高
效，为“春雨工程”实施提供坚实
的制度保障。目前，会员贷款利
率上浮较一般企业保证贷款少
上浮80%。经金融办和联合会推
荐，德州农信社积极与德州融鑫
担保公司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
经双方考察认可后，协助企业自
愿组成互助联盟。
理念转变先行 优质服务引领

德州农信积极推行限时无

缝服务，坚持快查、快审、快批、
快贷“四快”原则，对符合续贷条
件的会员贷款，限定时间内发放
贷款，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
为切实履行“服务小微企业、服
务县域经济”的服务宗旨，德州
农信社承诺：对经营正常但受市
场环境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
的会员企业，全力协助共渡难
关，不单方面抽回贷款资金，使

“承诺服务”贯穿始终，给小微企
业吃下发展“定心丸”。同时，德
州农信社对履约记录良好的会
员，可适当加大利率等方面优惠
力度。 (王保刚 刘希伟)

三十年前，改革的战鼓催人奋
进，中国银行德州分行应运而生；三
十年来，中国银行德州分行在担当
中奋起，在负重中前行。三十年，德
州分行发展的年轮里充满着风雷激
荡，彰显着强烈的发展欲望、清醒的
风险意识、新颖的发展理念，以及坚
定信心、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斗
志。新起点，新机遇，新挑战。2012
年，以吴琳行长为班长的德州中行
新一届党委班子成立后，坚持与时
俱进，应势而变，全行市场竞争力和
品牌影响力明显增强，跨越发展的
根基全面夯实。

战略管理统领全局 超前谋划
统筹发展

面对严峻、复杂、多变的市场竞

争环境，新一届党委班子结合德州
经济社会和分行长远发展实际，提
出了“有利于客户群建设，有利于核
心竞争力提升”的“两个有利于”发
展衡量标准，明确了“三年倍增，五
年翻两番”的发展战略：即到2015
年末实现净利润3 . 6亿元，到2017
年末实现净利润7 . 2亿元。2013年，
根据形势变化，明确了努力争创“做
最好的银行”战略。充分发挥中国银
行国际结算业务优势，用国际化的
视野、国际化的产品，发掘国际化
的商机，推动区域国际结算及贸
易融资业务创新与发展，努力实现
境内业务境外做，境外业务境内做，
为客户提供海内外一体化的高效、
全面服务。

坚持创新引领，为跨越发展提
供源动力

“创新是德州中行实现跨越发
展的源头活水”。新一届市行党委班
子将创新作为推动各项业务发展的
重要引擎，引导各支行全面借鉴、学
习先进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发展理
念，创新思维得到有效启发。成立创
新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创新管理
会议，深刻研讨业务产品和管理创
新方案，为区域客户提供“一揽子”
金融服务的能力得到持续释放。
2013年以来，德州中行先后创新保
信金、北金所、“活利宝”委托贷款、
国内信用证理财、银证金通对接国
内信用证、国内订单融资、出口商业
发票、联动对证通、同城国内信用

证、商会贷等德州分行首笔业务近
30余项，全行创新意识得到充分释
放，创新队伍得到有效锻炼，创新氛
围持续浓厚。

强化队伍建设，集聚发展动能
德州中行新一届市行党委按照

贴近市场、突出竞争导向，全面加强
“三支队伍”培养开发。2013年以来，
全面打通机关与基层人才交流渠
道，对部门进行“瘦身”精简；对全辖
行长助理、业务发展部主任等一线营
销人员进行公开竞聘，全面充实基层
一线网点营销力量；围绕综合素质提
升，广泛开展“请教上门”、产品培
训、管理素质培训活动，最大限度发
挥培训效能，构建起人才成长发展
的良好格局；组建德州分行青年研
发创新推广小组，成立德州分行青
年联合会，积极发掘青年人才力量，

青年人才成长载体进一步丰富，青
年员工岗位建功激情充分释放。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打造长效
经营机制

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德州中
行新一届党委班子结合经营发展的
实际，不断深化“自己对自己负责”
理念，有效引导全行持续提高经营
管理能力。在全辖创新开展综合柜
员轮换机制和客户经理等级评定，
调整和优化网点布局，继续加快机
构升格，着力打造特色网点,加大产
品开发与推广力度，满足市场竞争
需要和客户金融需求，以科技水平
的不断创新促进业务的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现代企业现金管理平台和
自助设备和个人网上银行等自助设
备的使用力度，努力实现让客户足
不出户享受金融服务。 (李明远)

承前启后放眼量 继往开来更攀高
———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30年发展纪实系列之四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实行好
单位与差单位双向互换对调式
接管审计，取得了提高内控管
理水平，规避操作风险的良好
效果。

将全县25处营业网点按各
项业务发展情况分成好与差两
种类型。在审计检查中，联社抽
调人员组成两个专门小组，一
个小组从一个好的营业网点
抽调三个岗位人员对一个差
的网点进行审计检查；另一
个小组从一个差的营业网点
抽调三个岗位人员对一个好
的网点进行审计检查。实行
互换对调式审计检查的好处
是：让好的营业网点从差的
网 点 存 在 的 问 题 中 得 到 警
示，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让差
的从好的网点中看到自己的
差距，学到好的方法和经验。
通过互查，达到互相交流、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达到双向促
进的目的。（高玉才 王立虹）

平原联社开展

互换对调式接管审计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抓住德
州市在全省率 先 提 出 并 实 施

“两区同建”战略及农村城镇化
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全市金融
业 率 先 推 出 农 民 住 房 贷 款 业
务，大力支持种养殖业，做实做
强“民生金融”、“百姓金融”、

“菜篮子工程”。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做实做

强“百姓金融”
该联社充分发挥农村金融

主力军的作用，与二十里铺社区
组成帮扶对子，为该社区组建大

联保体1个，户数26户，综合授信
190万元，现该联保体用信54万
元，该社区农户经营运输较多，
自年初以来发放运输行业贷款
90余万元；为支持二十里铺社区
合村并居工作，为该社区组建
购房联保体1个，户数51户，综
合授信389万元。借助新农村建
设及合村并居不断深入的有利
时机，加大贷款扶持和营销力
度，利用贷款“小、快、灵”的优
势，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改善
农民住房环境。

扎实做实三信工程，做实做
强“民生金融”

把“信用工程”当作一项扶
民工程来抓，在方便农民贷款、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小额贷款
上扩面、扩量、扩额度,着力促进

“三农”信贷投入。组织客户经理
下乡、进村、入户，与当地政府及
村两委加强沟通协调，大力推进
三信工程建设。积极推动大连保
体贷款、农户联户联保贷款，助
学贷款等，扩大贷款营销力度，
截至10月底该联社成功组建大

联保体38个，新增贷款授信4806
万元；颁发贷款证398个。

大力支持种养殖业，做实做
强“菜篮子工程”

在镇政府大力帮助下，该联
社对主要从事蔬菜种植的鑫源
社区和大史社区进行贷款支持，
为其组建大联保体4个，综合授
信482万元，帮助农民建立蔬菜
大棚25个，水果大棚3个；支持农
村养殖合作社6个。立足“三农”
市场定位,扎实推进“三信工程”
建设,全面提高信贷服务水平，大
力支持农业生态园区和种养殖
业的发展，努力构筑“三农”融资

“绿色通道”。创新金融服务，在
信贷政策上给予优惠倾斜，努力
构建多元化的生态农业创新性
融资体系。 (刘玉磊 孙海敏)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抓住发展机遇

助力两区同建推动城镇化

13日，德州中行成功举办“迎三十华诞，展卓越风采”
第五届职工运动会。 李明远 摄

联社资讯

今年九月以来，临邑农信
集中40天累计投放1 . 2亿元信
贷资金，为“三秋”生产添柴
助力，较好满足了农民购买
农机、种子、化肥等所需生产
资金。

该联社坚持“支农、惠农”
为导向，贷款发放突出“农业
增 产 、农 民 增 收 、新 农 村 建
设”的信贷目标。不断加大贷
款的投放力度，8 0余名信贷
员发挥“背包银行”的优势，
随时了解农民朋友信贷资金
需求，建立贷款发放备案表。
突出重点助力“三秋”生产，
根据调查备案表情况在支农
计划、方法措施、资金到位、
贷款投放等方面，围绕农时
季节，超前为农民发放贷款。
对经销农资、收购粮食、粮种
销售、经营农机配件的个体
工商户所需的贷款，坚持随
申请、随办理、随发放。在为
农民送贷款的同时，积极为
农民朋友提供优质良种、农
药、化肥等信息。 (王丽)

临邑农信1 . 2亿元

信贷资金为三秋助力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采取
“三不”“三深入”措施，强化
对农金员的业务管理。

平原县416名农金员负
责全县农村107台农金通和
309部电话POS的金融业务。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从计核、
风险管理、科技等科室抽调
人员，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对
农金员实行检查。在检查过

程中采取三个深入，抓好风
险排查和防范。一是深入群
众中走访询问，看农金员有
无民间借贷或参与大额资金
购买彩票等行为；二是深入
电子银行设备现场，看农金员
操作是否正确合规；三是深入
农金员家庭与之谈心，了解他
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高玉才 王立虹）

平原农信强化农金员业务风险排查

临邑农信社

业务宣传进万家

自9月23日以来，临邑
联社结合“三秋”业务发展
黄金机遇，运用多种载体，
开展“业务宣传进万家”活
动。图为农信社员工走进果
园推荐金融产品。（王丽）

庆云联社鼎力助推小微企业快速发展

近日，庆云联社以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
为契机，组织公司人员深入
辖内小微企业，实地调查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产品销售
情况，并与企业主座谈，了
解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状况，
共同为企业发展谋方法、出
点子。同时，还通过制作宣
传折页、明白纸等向企业宣

传该社“量身定做”的第三
方监管质押贷款信贷产品
及差异化利率定价等超值
服务，赢得了企业主的一致
好评。截至目前，该社累计
走访小微企业32家，投放专
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7000
余万元，有力地扶持了小微
企业发展。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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