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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中行 大爱无疆

1144 .. 6666万万元元救救命命钱钱送送到到病病床床前前

乐陵联社

常调度、勤督导

电银业务迈大步

联社资讯本报4月28日讯 记者从
德州中行办公室了解到，近日，
即将于2014年7月入行的“准员
工”相天光的母亲因患白血病
在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面
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家境困难
的相天光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
了求助。德州中行14 . 66万元救
命钱及时送到了病床前。

据悉，德州分行吴琳行长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为相天
光的孝心感动，立即安排组织
全行员工对相天光的母亲进行
爱心捐款。市行党委成员率先
行动，全行上下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为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准
同事”献上自己的爱心。许多职工
第一时间报出了自己的捐款数
额，你200、我500、他1000……就
连单位的内退员工也纷纷献出爱
心，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全行557名
员工就捐出了14 . 66万元善款。
大家还在微信群里送上祝福：
盼望相妈妈早日康复。

4月23日，带着饱含德州分
行557名员工爱心的14 . 66万元
捐款和祝福，德州分行综合管
理部王问休主任、李明远副主
任来到山东省立医院东院，看

望了相天光的母亲，将14 . 66万
元的救命钱亲手交到了相天光
的手中。

接过这份承载着“中行大
爱”救命钱，相天光和他的家人
都感动不已。“妈妈，这些钱都
是中行领导对我们的爱和帮

助，有这么多人帮咱们，你一定
要有信心，快点好起来。”相天
光哽咽着对母亲说。老实质朴
的相妈妈激动地落泪，不住地
说谢谢。相天光更是表示：自己
要坚强，要勇敢地挑起生活的
重担，不抛弃、不放弃，争取早

日将妈妈的病治好。他还表示
将来真正走上工作岗位一定要
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回报全行同事的这份浓浓的
爱心！

(财经记者 孙萌萌 通讯
员 李明远)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为了流
动性都将不确定何时支付的一
些大额消费、货款或者准备投

资于股票的资金放置于活期账
户中。如何让这些资金在不损
害流动性的前提下获取更大的
收益呢？有以下几种方式供大
家参考。

一是购买中行日积月累、
收益累进等产品。日积月累日
计划产品的优势是T+0计息，每
个工作日9:00-15:30随时申购
赎回，赎回资金即时到账，收益
是活期存款的8倍，实现了挂单
交易，扣账时间为工作日8：30
前，实际实现了非交易时间段
的T+1交割。收益累进产品的优
势是T+0计息，赎回日T+1一早
资金即到账，不影响第二天资
金使用，计息直至到账前一天，
计息期做到理财期间全覆盖，

最大化资金理财效率！该产品
根据持有期限按相应标准计算
收益。预期收益率最高可达4%，
为活期存款0 . 35%的11倍。

假设某客户为资深股民，
每天股票市场收市平均有10万
左右的现金存量，如果客户选
择叙做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
每天收市以后将闲置资金转入
理财账户，第二天早上9:00开市
后将资金赎回，完全不影响资金
股市运作，一年理财收益2800元，
比活期存款多收益2450元！

二是免费开通中行智能通
知存款业务，智能通知存款业
务的优势是活期存款、定期收
益。只要账户活期资金达到或
者超过5万元，即可按持有天数

自动享受一天(0 . 8%)或者七天
(1 . 35%)通知存款的利率。七天
通知存款收益为活期的近4倍。

所有的财富都是一个积累
的过程，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
理你，投资理财其实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奥秘，也不一定需要
复杂的技巧，只要您日积月累
不断坚持，培养好正确的理财
习惯，积少成多，财富就会源源
不断地向你涌来。

董豪永,中国银行德州湖滨
南路支行理财经理，高级金融
理财师，获得AFP资格认证 ,在
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
有丰富的理财实践经验。联系
电话0534-2686919。

闲钱“活”起来，财富“赚”回来

董豪永,中国银行德州
湖滨南路支行理财经理

4月15日，乐陵联社召开电子银
行业务调度会。会上首先由电子银
行部经理对前期电子银行业务的开
展情况做了全面总结，同时对下一
步工作措施做了详细介绍。各网点
负责人结合各自网点电子银行业
务的开展情况及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瓶颈问题做了简单汇报及相互
交流。分管主任结合前期电子银行
业务的拓展情况及营销环境对下一
步的工作做了重点部署，特别强调
针对优质电子银行客户所进行的
优惠奖励要在确保落实到客户身
上的同时奖励力度再大一些，同时
全面做好宣传工作。通过本次会议，
为电子银行业务更好的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齐霞 张晨光)

今年一季度，德州中行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将服务区域
中小企业作为全行重点业务，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全市中小
企业融资需求。截止2014年3
月末，德州中行中小企业贷款
余额达15 . 7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3 . 1亿元，完成省行开门红
计划的142%。

该行的主要做法：一是
成立市行中小企业部，提升

服务中小企业专业水准。二
是优化情景分析，制定有针
对性的中小企业授信政策指
引。三是创新 中小企业信贷
产品，满足中小企业的多样化
融资需求。四是立足服务客
户，实现流动资金贷款与贸易
融资额度的灵活调配。五是
利用电子商务渠道，为客户
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李明远）

德州中行创新实施五大举措

助力全市中小企业成长无限

为进一步提高电子银行业务柜
面替代率，确保电子银行业务健康
发展，乐陵联社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保业务增长。一是积极加大电子银
行应用宣传力度。通过乐陵市电视
台、电台、市场中心区域LED宣传屏
等高端媒体进行全方位宣传，通过
发放明白纸、悬挂宣传条幅等亲民
方式积极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全面
加大优惠活动力度。在结合省联社、
办事处所开展的各项电子银行优惠
活动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具有乐陵
联社自身特色的电子银行优惠活
动。三是充分加大柜面服务水平，积
极推广“多说一句、多帮一把、多推
一户”的柜面电子银行业务营销“三
多式”服务。 (齐霞 张晨光)

乐陵联社

电子银行起步快

服务质量步步高

陵县联社积极探索和创新抵
押贷款的新路子，经过前期与陵县
监管办、人行、农机局的沟通联系，
全面掌握办理大型农机具抵押贷
款的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畅通了
新业务的办理渠道；对全县的大型
农机具销售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
有效测算了产品市场潜力；制定了

《陵县联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管
理办法》，将业务拓展与风险防控
并重。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的开
办，有效拓展了农民融资渠道，更
好地、更大力度地支持了当地春耕
备播农业生产活动，有力地促进了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张伟 宋健）

陵县联社创新产品

拓宽农民融资渠道

2014年以来，陵县联社积极进
行社企对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
不同客户量身打造“合身”的信贷产
品，开办了票据质押贷款、小企业联
盟贷款、第三方动产监管质押贷款、
钢结构质押贷款等公司类贷款品
种，突出信用社考察快、审批快、发
放快的优势；同时，向小微企业派驻
金融服务小分队，为小微企业提供
金融资讯、产业信息等贴身服务。到
目前，陵县联社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12 . 14亿元，成为了当地小微企业发
展腾飞的“资金源泉”。

（张伟 宋健）

陵县联社大力支持

县域小微企业发展

农行德州分行认真履行
社会责任，充分发挥金融服
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职 能 作
用，致力于改造“城中村”这
一农民市民化项目，自2009
年以来，共支持城中村改造
项目2个，贷款5 . 47亿元，受
益农民达19815人。

据了解，农行德州分行计
划开办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
继续在服务民生上做文章。有

关资料显示，2014年德州中心
城区城建工作规划中，城市综
合体、大社区建设及棚户区改
造共27个项目，计划投资119.34
亿元。其中改造16个城中村、棚
户区已列入德州市政府首要
工作。对此，农行德州分行有
关负责人表示，凡是符合准入
政策、符合贷款条件、发展前
景良好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给
予积极支持。 (宫玉河)

农行德州分行
5亿资金助力“城中村”改造

为全面提高电子银行市
场占有率，乐陵联社加大客户
营销力度，在确保真正为客户
带来生活便捷的同时，使客户
在交易的过程中真正得到实
惠，该联社积极落实“三再”工
作措施。一是柜面营销再主动
一点。要求全体一线柜员，在为
客户办理各类业务的同时更加
积极主动的营销电子银行产

品，充分利用电子银行产品来
缓解柜面压力。二是深入农户
介绍再专业一些。针对不同农
户的业务需求及接受能力有针
对性的介绍我们的各类电子银
行产品。三是优惠力度再进一
步，提高对优质电子银行客户
优惠奖励力度，积极开展个人
网银、手机银行、银联POS刷
卡优惠活动。(齐霞 张晨光)

乐陵联社

积极助推电子银行业务发展

近日，陵县联社组织开展
了中层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培
训班，联社班子成员、中层管
理人员共计100余人参加了培
训，联社邀请了德州聚成培训
管理公司优秀培训师刘涛老师
进行授课。培训过程中，参训人
员分为9组以竞赛的方式进行
培训，培训内容围绕中层管理
者的意识、身份、心态、能力四

个方面开展，并通过开展多个
教练式活动强化学习效果，参
训人员积极配合各个学习环
节，踊跃发言，取得了良好的
培训效果。通过此次培训，有
效提升了联社中层人员的管理
水平，丰富了中层人员的管理
方法，为带动全体员工向前推
进银行化改革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袁长莹 宋健）

陵县联社开展

中层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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