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2 关关注注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常学艺 美编：赵秋红

8月31日下午，全国知
名地产企业——— 大华集团
属下全资子公司齐华置业
负责人手持绣有一面“心系
客户排忧解难，服务一流银
企情深”锦旗，登门赠送给
了农行齐河县支行李珺行
长，感谢农行对企业的大力
支持和“一次办好”的周到
服务。

近日，该企业在齐河拿
到营业执照后需要刻制公
章开立账户，但公章刻制手
续较多，需第二天下午才能

取到，可是企业急需要开户
办理业务。了解到此情况
后，李珺行长立即与县有关
部门取得联系，说明原因，
经过多方沟通协调，当天下
午就顺利拿到了新刻制的
公章，并为企业开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当天开户一
次办好，企业非常感动，称
赞农行的服务高效快捷，值
得信赖。为此，该企业负责
人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登
门致谢。

(宫玉河 王曙光)

农行齐河县支行

“一次办好”获赞誉 企业登门赠锦旗

日前，德州农商银行按
照《关于“一次办好”改革深
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优化
营商环境》的有关通知要
求，开展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便捷获得信贷专项行
动”，进一步简化信贷流程、
办理资料，提高办贷效率和
服务能力。一是优化信贷流
程。该行站在客户的角度重
新审视流程和服务，精简信
贷流程和办贷资料，缩短业
务办理时间，用业务流程的

“减法”换取客户体验的“加
法”，全面推行“马上办、线

上办、一次办”，实现客户办
贷“最多跑一次”。二是开展
网格化走访活动。今年以
来，该行经过大刀阔斧的内
部改革之后，彻底改变过去

“养尊处优、坐门等客”的惯
性思维，重塑服务理念，树
立主动服务意识。发扬老农
信人的“挎包精神”，构建现
代金融营销体系，实现由坐
销向行销、由关注产品向关
注客户、由能人营销向岗位
协作批量营销的全方位转
型。三是配套推出信贷产
品。以“信e贷”为主要创新

产品，“信e贷”是德州农商
行推出的小额线上自助放
款产品，实现了个人类客户
全流程自动化办贷，极大提
高了办贷效率，提升了客户
体验，客户自己在手机上操
作就能获得贷款资金，对于
临时周转、额度不大的贷款
申请者，随借随还、方便快
捷，新客户从采集信息到放
款，最短可在30分钟之内完
成，已经采集过信息的客户，
最短可在5分钟之内实现自
助放款。

(孙海敏 张轶伦)

德州农商银行开展

“便捷获得信贷专项行动”做您身边的贴心银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联社
和办事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
做深、做广、做细农村金融服
务市场，平原农商银行大力
推行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树
立起优质的服务形象。

该行依托客户经理驻村
的有利契机，结合前期样板
村创建和选派挂职工作，在
村委办公室、农金员服务站
设立办公服务点，并积极与
村两委、网格员沟通，通过村
中广播、上门拜访等方式，细

致采集客户信息，摸清土
地、人口、收入、信贷需求等
情况，为精准营销、深度营
销奠定基础。同时，借助“工
作日志+微信交流”双线载
体，利用工作日志记录每日
驻村工作时间、地点及具体
事宜，将采集到的信息单独
建立客户资料台账及营销
资料，分类保管，同时及时
将驻村过程中好的经验做
法在微信群中进行交流、总
结，分享经验，提升服务效
果。截至目前，该行已在92

个村庄开展客户经理驻村
工作，设立办公服务点120
个，开展“金融夜校”210场，
为2万余户农户送去贴心、
便捷的金融服务。

眼下，身处金融业的大
变革中，平原农商银行将始
终坚守服务“三农”的定位，
画好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同
心圆”，真正使高效便捷的金
融服务落在实处，起到实效，
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彰显
出磅礴的金融力量！

(刘中帅 孙曰晶)

平原农商银行：走出客户经理驻村“新气象”

德州出台19条利用外资措施

顶顶尖尖人人才才团团队队最最高高资资助助55000000万万元元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李榕) 近日，德州市出台《关
于做好新时期积极利用外资
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扩大对
外开放、完善政策支撑、加强
招商引资等5个方面制定19
条政策措施。其中，支持引进
培育高层次人才，对国内外
顶尖人才(团队)主持的重大
项目，最高资助5000万元。

支持先进制造业领域利
用外资，重点对接世界500强
企业、知名跨国公司和行业
领军企业，鼓励和支持外资
投向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现
代高效农业、文化旅游、现代
物流、现代金融六大传统产
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医养健康六大新
兴产业。持续推进服务业开
放，引导国际资本投向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电子商务、
工业设计、工程咨询、现代
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
务业，大力发展医疗养老、
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旅游
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外商
投资利用存量工业房产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可在5年内
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
类型使用土地。

鼓励外资企业参与科技
创新，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
德州设立研发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科技孵化器等。申报

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探索支
持其参与承担科技计划项
目。外商投资企业同等适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
术企业、研发中心等优惠政
策。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外
商投资企业申报国家级、省
级科学技术奖；支持外资投
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
域，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依法
依规参与德州能源、交通、水
利、环保、市政工程及医疗、
卫生、养老、旅游等领域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和公共服务供
给，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拓宽融资渠道。

完善政策支撑，支持全
市省级以上开发区在法定权

限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利用
外资优惠政策，对投资规模
大、技术含量高、社会效益好
的项目，特别是世界500强及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予以支
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利
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企业成功在境外证券交易所
上市，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
励150万元。鼓励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根据市场化原则建
立并购信息库，引导域内企
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允许
符合条件的外国自然人投资
者依法投资境内上市公司。
降低外商投资企业成本，优
先发展且用地集约的外资工
业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

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
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
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
准的70%执行。

此外，支持引进培育高
层次人才，对国内外顶尖人
才(团队)主持的重大项目，最
高资助5000万元，对高层次
人才最高给予100万元科研
资助和每月1万元生活补贴，
获得国家、省科技奖项最高
奖励5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最高补贴400万元。对引
进人才在编制、人才公寓、居
留居住、落户、配偶安置、子
女入学、随迁配偶生活补贴、
医疗保健及休假疗养等方面
提供快捷高效服务。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
的 繁 星 相 随 ，虫 儿 飞 虫 儿
飞……”乡村，是那个被不少
人喊做“老家”的地方，承载
着多少儿时的回忆，寄托着
永远的乡愁。翻开泛黄的记
忆，老家的样子，或许是美好
的，炊烟袅袅，蝉鸣蛙叫，也
可能是残破的，道路坑洼不
平，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时间将一切都留在过
去，或许你有所不知，如今的
乡村正发生着巨变。

这几日，全国新闻媒体采
访团来到德州临邑县的乡野

田间，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街
道整洁……美丽乡村的图景
在眼前一帧帧浮现。说到改
善人居环境，前杨村的改造
可谓是样板工程，借助新建
的憩园、向日葵迷宫、果蔬采
摘园等特色园区，发展乡村
旅游，激活村域沉睡资源。不
止是前杨村，放眼临邑县，如
今美丽乡村已经遍地开花，且
各有特色。

在我看来，美丽乡村要有
颜值，也要有内涵，更要有底
气。所谓内涵，即乡风文明，要
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要有共同

的理想追求，要让乡村成为村
民们心之所向的“精神家园”。
而临邑县大力推广的文明传
习所和民俗纪念馆，则盘活了
乡村基层思想文化工作。以高
辛村为例，其民俗纪念馆包括
村史区、民房及农具区、老物
件区、非遗展区四个部分，展
示了不同年代的历史实物，传
承了原汁原味的风俗民情，成
为联系几代人的纽带。

而美丽乡村的底气，则源
自产业支撑，正所谓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
有产业兴旺，村民富足，乡村

之美才会根深叶茂，大树参
天。临邑县为此下足了功夫，
将农业进行细分，从种植、植
保、收割到深加工，乃至养殖
业，把每一个环节做成一个产
业，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全
国单体最大智慧农业大棚，
全省单场存栏量最大的土蛋
鸡养殖基地，全国最大单体
生猪养殖基地……创纪录的
大项目纷纷落地，助推农业转
型升级，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原动力。

乡村是中国的根，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始终把这一
工作当作建设美丽乡村、美丽
中国的重要内容来抓。建设美
丽乡村，临邑县走出了成功之
路，为各地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工作树立了标杆、提供了经
验。当然，作为一项浩繁而系
统的工作，美丽乡村建设面临
不少短板，存在许多困难，还
需结合当地实际，创新工作方
法，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
着一锤敲，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最终让美丽乡村成为宜居
宜业的美好家园。

建设美丽乡村，不光要颜值高
葛 评论

□本报首席评论员 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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