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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行行精精准准服服务务引引得得““金金凤凤还还巢巢””
菏泽银监分局指导辖区银行为返乡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

外出务工者王新受家乡菏
泽的创业政策吸引，回乡创办
了山东金贯货架有限公司，日
前却遇到融资难题，菏泽银监
分局立即指导辖区相关银行为
他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在菏泽
牡丹区多项返乡创业政策的扶
持及银行的精心服务下，他所
创办的企业快速发展，效益连
年翻番，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
出口多个欧盟国家，成为业内
的佼佼者。

据了解，近年来，菏泽银监
分局积极指导辖区银行为“金
凤还巢”返乡创业人员提供金
融便利，满足多样化融资需求。
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方式，建立

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支持返乡
创业的考核激励；指导辖区银
行优化服务方式、缩短办贷流
程，提高信贷支持效率；加大支
持创业服务站、村级服务点、创
业园、创业基地等配套设施建
设。牡丹区先后建立了天华创
业示范园、毅德创业示范园、中
原商城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银田创业孵化基地、龙田创业
孵化基地和安民返乡创业示范
园，累计入驻创业企业1535户，
吸纳就业4 . 8万人。目前，天华
创业园被认定为省级创业示范
园区，银田、毅德、安民、龙田被
认定为市级创业示范园区或创
业孵化基地。

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创业
人员融资需求。全市银行业推
出“电商贷”等特色金融产品26
个，并积极开展仓单质押、钢结
构抵押、大型农机具抵押和无
形资产质押贷款，有效降低客
户创业初期资金融资难、担保
难的问题。在对返乡创业人员
的支持工作中，菏泽银监分局
明确要求辖内银行业不仅要支
持城区创业人员，更要加大对
回到广阔农村创业人员的支持
力度，以便使成功创业者遍地
开花，高庄镇创业人员组建了
23个农民合作社、5个家庭农
场、6家农业龙头企业，涌现出
20余名返乡创业带头人。该镇

天庙村6名返乡技工创办的兴
业农机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评
为“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
张孝礼返乡创办的大张果蔬农
场被评为“省级精品采摘园”

“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多方协作，构建融资合作

平台。在菏泽银监分局的积极
指导下，辖区银行业主动对接
政府部门，加强与地方人力资
源部门、团委等部门沟通协作，
凝聚多方合力，用足用透扶持
政策，全力推进返乡人员创业
就业，其中，牡丹区持续加大对
返乡创业的担保贷款力度，先
后筹措1069万元担保基金，对
微利项目实行全额贴息。2016

年以来，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
贷 款 1 . 0 2 亿 元 ，财 政 贴 息
563 . 7万元。目前，邮储银行菏
泽市分行与市人社局在全市9
个县区内合作推广就业创业小
额担保贷款业务。

在创业政策的扶持和金融
服务的精准对接下，一批外出
务工的优秀人才纷纷返乡创
业，一批企业迅速成长，日益壮
大。去年以来，仅牡丹区外出人
员返乡创办企业11108家，注册
个体工商户27184家，带动就业
10余万人。2016年以来，全市银
行业已累计发放支持返乡创业
贷款9 . 16亿元。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王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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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行菏泽分行
按照“机制管人、制度管事”
的要求，内控管理和案防水
平得到有效提升。在市银监
局、公安局安全评估中取得
当地金融系统第一名优异成
绩；在山东农行系统内部控
制评价连续三年被评为“一
类行”，内控合规工作考核中
位次持续提升，全行保持安
全运营。

着力完善内控机制。在
市行各部室、各支行均明确
内控管理员和联络员，成立
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委员
会，按季度召开例会，研究内
控工作规划，分析全行内部
控制状况，研究加强全行合
规管理的工作措施。强化内
控合规考核 ,按季度考核通
报，引导各支行、各业务条线
主动履职，推进全行内控工
作质量提升。

大力弘扬合规文化。该

行每年均举办合规专题讲
座，行领导亲自授课。精选典
型案例，制作案例警示教育
展板，提高员工警惕意识；在
全行范围内组织开展监管规
章内控制度和禁止性规定学
习，不定期地组织测试，引导
员工学好用好规章制度。

持续提升监督质效。重
点突出员工异常交易、柜面
运营等领域风险，严厉打击
员工参与非法集资、组织民
间借贷、参与网络赌博等恶
劣违法违规行为。将检查发
现问题建立台账，及时分析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加大整
改督办力度，对重点问题整
改情况逐个进行验证，确保
整改成效。严肃责任追究。对
内外部检查发现的问题，加
持违规必究的原则，严格进
行责任追究。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王磊 邵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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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菏泽市银行业协会
邀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菏
泽市书协常务副主席翟永华，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市美术
馆馆长杨文斌，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市美协副主席葛向阳，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协
副主席谢瑞，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市书协理事谢玉菡等专家
组成评委会，对菏泽银行业书
法、篆刻、绘画等参赛作品进行
评选。

本次菏泽市银行业书法、
绘画比赛自5月2日征集以来，
共收到参赛作品106幅，其中书
法、篆刻作品73幅，绘画作品33
幅，各会员单位所报作品题材
丰富，风格多样。所收到的书
法、篆刻参赛作品囊括了篆书、
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五大书
体，参赛绘画作品运笔洒脱，每
幅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
色，构图、立意、用墨均有所不
同。  

专家组先对106幅作品进
行初选，经过比对、复核等方
式，确认参赛作品符合大赛组

委会要求后，采取五位评审打
分制，按照得分高低评选优秀
作品。最后共评选出书法作品
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
6名、优秀奖8名；绘画作品一等
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优秀奖6名。

此次书法、绘画作品比赛

丰富了菏泽市银行业广大员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充分展现了
银行从业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追求卓越的行业文化氛
围。评选结束后，书画家们还现
场挥毫泼墨，创作了多幅优秀
作品。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黄广轩

菏泽市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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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升现场与书画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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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学一做”制度化规范化工作要求，菏泽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升，监管调研员朱凤德
日前对老党员进行了走访慰问，并仔细了解他们身体、生活、思想等方面的情况,询问了他们的需要和
诉求，并送去慰问金，让老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分局党委组织部部长赵静华等陪同
慰问。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王庆辉

“多亏你及时制止，不然
我辛苦攒的6000元钱就被骗
子坑了。”近日，定陶一名60
多岁的老人专程来到农行定
陶支行城关分理处向大堂经
理表达谢意。

原来，当天上午，这名
老人来到农行定陶支行城
关分理处办理现金汇款业
务，大堂经理引导其到ATM
上办理，并询问老人给谁汇
的钱，老人称要汇给家人。
在ATM输入卡号后，大堂经
理再次询问老人汇款姓名
是否正确时，老人却支支吾
吾，说要打电话询问。根据
经验，大堂经理感觉这可能
是一次诈骗，于是退出了汇
款操作程序，再次询问老人

时，老人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听熟人介绍，投资东
北大互联网工程建设有丰
厚利润，据称该项目是国家
振兴东北的大举措，有国家
保障，利息高，无风险，老人
便动了心，想将自己攒的
6000元用来投资。

听完老人的叙述，大堂
经理认为这项投资极有可能
是场诈骗，通过手机查询新
闻并证实后，当场制止了老
人的汇款行为，当天下午，确
认自己差点被不法分子诈骗
的老人再次来到农行定陶支
行城关分理处，对大堂经理
表示感谢。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董庆硕 李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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