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威海分行积极支持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为缓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工行威海分行积极
携手科技局签订《山东省科技成
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业务
合作协议》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为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贷款
支持。对于在山东省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信息库中，且符合我行贷
款条件的科技型企业，改进信贷

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不断
推出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贷款
产品。同时为符合条件的科技型
企业发放贷款时，对利率执行上
限和房产、土地等不动产抵押物
的评估值贷款额占比上限进行
规定，从而为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提供政策指导，助力企业在新动
能培育过程中轻装上阵动力充
沛。

目前，威海市科技局已为
辖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了
政策辅导，已收到多家企业的
业务咨询，并就合作内容进行
商谈，下一步工行威海分行将
坚决按照合作协议内容全力
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以金融
活水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威
海市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加油
助力。

工行威海分行营业部团委全力做好社保卡客户服务工作
工行威海分行营业部团委抓

住全市二代社保卡发卡的有利时
机，发动青年员工不断提升业务
技能、服务水平，全力做好到店社
保卡客户的服务工作，以此为契
机发展和巩固客户基础，争揽更
多优质客户资源。

强化网点定向服务。该部将
社保卡客户服务工作放在当前团

的工作优先位置，积极调配团员
青年充实厅堂服务，做好社保卡
客户的分流工作。近期重点针对
到店退休客户群体，积极推出有
效方案，利用退休客户持活期存
折到柜面支取工资之机，大力讲
解二代社保卡换卡政策，引导客
户到各自所属市辖区社保部门领
取最新二代社保卡，确保未来及

时领取到退休金，想客户所想，急
客户所急，得到客户广泛赞誉。

做好特殊群体上门服务。在
为社保卡客户服务过程中，发现
不少老年客户因身体原因无法亲
到网点办理卡片启用，该部团委
组织员工上门进行客户身份核
实，确保业务真实合规的同时，使
客户在感受到我行服务“温度”。

工行威海高开支行进校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6月5日，威海高开支行党支

部、团支部组织广大党员、青年员
工进入哈儿滨工业大学(威海)校
园，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
袋子’”金融知识普及活动。进一
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帮
助金融消费者特别是在校大学生
运用正当途径守护好自身的“钱
袋子”，引导其学习掌握自身亟需

的金融知识，普及反假币、避免银
行卡盗刷、远离校园不良网络贷
款等金融知识，促进学生树立理
性消费观和正确的金融理念，增
强其对有害网络借贷业务的甄
别、抵制能力，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

活动期间党、团员现场发放
宣传资料、与活动现场的大学生
座谈、交流。普及反假币、避免银

行卡盗刷、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
知识，提高学生风险防范意识和
金融安全意识；积极向大学生宣
传普及部分非法网络借贷的特
点，劝诫大学生远离非法校园贷
和网络借贷，促进其树立理性消
费观和正确的金融理念，提升甄
别能力，远离非法贷款侵害。威
海市电视台对活动现场进行采
访。

工行威海文登支行学习十九大精神重视青年员工的职业发展
工行文登支行认真学习十

九大精神，抓好党建工作对青
年员工的职业发展尤为重视，
近日,召开了支行青年员工座谈
会，主要就岗位晋升、职业发
展、序列考试等有关青年员工
自身发展的话题展开座谈，答
疑解惑。经过开放讨论后，青年
员工对今后的岗位职业生涯更
加明晰。

坚定信心，增强职业信念。
座谈会上，领导就青年员工比较
疑惑的岗位等级、资格考试等相
关问题进行细致解答，并且对职
位晋升与竞聘上岗指明了方向，
鼓励青年员工积极参与各类竞

聘，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
实现展示自我的机会。就目前我
行的员工年龄结构简要分析，员
工老龄化与年龄断层比较明显，
肯定青年员工的主力军作用，增
强青年员工的工作信心。

脚踏实地，提升业务能力。
青年员工对岗位培养各抒己见
谈了各自的想法，目前青年员工
大部分从事个金专业条线，对非
本专业的业务知识都比较有兴
趣，一方面是为了提升个人业务
能力，实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
是在掌握综合知识的前提下，更
好地有针对性地应用在实际业
务开展中。在立足本专业的前提

下，鼓励抓住每年一次的跨专业
报考序列的机会，扩大知识面层
次。

拓宽思路，培养创新意识。
青年员工是一支富有创造力的
新生力量，无论是在业务技能比
赛中，还是实际的外拓营销中，
分行领导对青年员工积极蓬勃
向上的工作态度予以充分肯定，
鼓励青年员工献言献策，在平时
的业务岗位上，勤思考，勤动手，
善于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提升综合创新管理能力。
鼓励青年员工开展各类活动，在
活动中放松身心，增强团队整体
凝聚力。

工行威海文登支行加大金融扶贫力度
发放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

工行威海文登支行紧
抓棚户区改造时机，积极
加强与区政府沟通联系，
落实监管部门金融扶贫要
求，支持政府棚户区改造
项目，成功为文登区安置
房建设项目发放项目贷款
3 . 2亿元，惠及居民1124
户，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增强城市发展活力提供有
力资金支持。

择时而动。该行抓住
区政府不断加大城市基础
设施投入和棚户区改造力
度的有利时机，积极对接
相关部门资金需求，全力

支持本地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多次主动上门开展专
项营销，充分展现我行金
融服务优势，不断强化与
地方政府的沟通联系，力
争项目落户我行。

实时沟通。该行一方
面不断加强与上级分行的
业务沟通交流，实时通报
工作进度，确保资金配置
及时、充足；另一方面就项
目资料收集等事宜积极与
支行营销部门进行沟通协
商，并多次到施工现场查
看工程进度，掌握项目进
展，确保业务顺利开展。

金融扶贫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关键之举，也是
工商银行落实监管部门要
求，履行社会责任的重大
体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荣成支行充分利用“融e购”
电商平台，积极开展金融
扶贫，致力于将贫困地区
的优质企业、优质产品和
特色资源源源不断地推向
市场，取得了较好成效。

认真落实上级行部
署，多活动助力电商扶贫。
该行认真落实省行组织的

“电商扶贫”系列活动，投
入营销资源制作专项活动
电子券，将领用券投放在
分行融e联公众号上开展有
奖活动，将预制券重点应
用到网点与上门O2O活动
中，充分发挥电子券的吸
粉作用。同时，在辖内网点

开展针对贫困地区商户的
“1分体验”活动，客户可通
过扫描专属二维码或登录
融e购店铺的形式，仅需通
过工银e支付支付1分钱即
可购物，抢券与体验活动
受到客户广泛关注，用户
数量迅速增长。

线上线下相互配合，
多形式发挥渠道优势。该
行通过多渠道不断扩大宣
传范围，一是线下通过网
点海报、LED屏等网点阵
地积极向客户宣传，二是
线上通过融e联、微信公众
号、朋友圈等电子营销渠
道推送宣传信息，做好线
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从而
兼顾各个层面的客户，扩
大“融e购”电商平台的知名
度和推广作用，最大程度
促进金融扶贫工作开展。

工行威海荣成支

行积极开展融e购电商扶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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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推进威海市“图书
馆学校大阅读活动”，近日,荣成
市实验中学隆重举行2018“书香
润心灵、经典伴成长”国学知识

竞赛选拔活动。本次知识竞赛共
分为四轮：国学基础必答题、诗
词冲关题、冒险抢答题、国学应
用辩论题。比赛通过各种学生喜

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小选手们临危不惧，沉着应
战，各小组在必答题和抢答题环
节积极回答，展现出了极高的竞

赛水平。在辩论题环节小选手们
能在赛前通过教材、网络、图书
馆等渠道广泛搜集国学知识，为
参赛做足了功课。

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在学
生中掀起了一股学习“国学经
典”的热潮，极大的深化了校园
经典诵读活动，促进了国学经
典的传承与传播。

(闫红梅)
为了扎实有效的开展防溺

水安全教育工作，近日，荣成市
实验中学开展了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为主题的防溺水安
全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在班会上，各班主任结合

近期发生的中小学溺水事件，

向学生介绍了预防溺水常识和

溺水救护方法等各类安全知识

和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

方法。并强调学生特别是放学

后、周末或节假日期间结伴出

游时，要不断提高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

本次班会的开展，让学生认

识到溺水的危害性。此次班会的

成功开展，也给学生传授了避险

防灾和自救的相关知识，使学生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闫红梅)

为了让初四学生放松心

态，轻松应对中考，近日，荣成

实验中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鼓

劲加油活动。

在班会上，各班主任结合

近期学生思想动态，向学生介

绍了中考前放松心理的许多妙

招，并鼓励学生放学后、周末劳
逸结合，满怀信心，迎接中考，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选择积极
的心态；牢记技巧，安全中考，
仔细审题，快答题，集中精力，
争分夺秒；遵规守纪，文明中
考，一切听从指挥，有需求要及
时请假说明。最后语文教师还
为学生奉上一首小诗《送给我
即将中考的孩子们》，鼓励学生
卯足劲复习知识，各备课组分
别录制了微视频表达对学生的
祝愿。

本次活动的成功开展，让
学生放稳心态对待中考，使学
生能够高效复习，快乐成长。

(闫红梅)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小

学召开了2018年教师暑期远程

研修工作说明会。全体教师参

加了此次会议。

肖主任对本学年远程研修

的时间、内容等进行了详细部署

说明，提出了研修学习的要求，

特别对目前即将要开始的选课

工作作了重点强调，对选课的要

求、内容以及研修的各时间节点

等进行了进一步地解释说明。

关于本次暑期“互联网+教

师专业发展”研修学习，学校领

导做了如下要求：一是保证学习

时间，每一位研修教师要从思想

上认识学习的重要性；二是每位

教师要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认

识，积极参与，珍惜学习机会，通

过研修切实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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