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智
汇聚莱，欢聚一堂。9月7日，莱
商银行“智汇聚莱”企业战略
服务平台3周年峰会暨济南分
行8周年庆典在济南银丰华美
达酒店隆重举行。社会各界
人士共计300余人应邀出席会
议。

峰会上，各位领导和嘉宾
观看了“智汇聚莱”企业战略
服务平台宣传片，回顾了平台
三年来的发展历程。自2015年
9月9日发布以来，平台采取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
极为平台企业服务：线上，
通过建立微信群、公众号，
积极传递正能量，共享业界
信息，为企业家研判未来形
势做出重要参考；线下，组
织走进名企活动、专家论道、
公益活动等，开拓企业家的思
路，促进交流合作。回顾三年

的发展足迹，平台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关心与支持，越来越多
的企业参与其中并碰撞出合
作与交易，平台的凝聚力和体
验度不断加强，“智汇聚莱”真
正成为济南市场上服务企业
客户的优秀金融品牌。

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张
德宽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
内外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市
场面临产业结构转型，企业
也将在众多改革面前闯关。
银行业趋于审慎的同时，市
场机会也在慢慢打开。衷心
希望莱商银行济南分行和济
南市商协会紧密合作、携手
共赢，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 ， 积 极 搭 建 合 作 交 流 平
台，为省会经济大发展做出
更多的贡献。

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孙占甲在致辞中

肯定了莱商银行以及济南分
行近些年来取得的成绩，对
“智汇聚莱”平台在促进济
南市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希望企业家把自身发展
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起，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把企业
做大、做优、做强，成为推
动 全 省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力
量。

山东省企业联合会、省
企业家协会会长宋振海在致
辞指出莱商银行与山东省企
业家协会有着共同的目标与
责任，希望双方并肩携手以
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
务为广大企业的生产发展注
入新鲜活力。同时祝愿莱商
银行以“做客户满意放心的
银行”为目标，在促进全市

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道
路上阔步前行。

随后，莱商银行济南分
行行长李华珍做了题为“构
建新时代和谐共生的银企关
系”的主旨演讲，李华珍介
绍了莱商银行及济南分行令
人瞩目的发展成果，阐述了
平台价值理念体系，对于如
何构建新时代和谐共生的银
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过去的三年里，“智汇聚
莱”平台以不可替代和复制
的优势，展现出越来越强的
生命力。未来，莱商银行济
南分行将依托“智汇聚莱”
平 台 ， 努 力 实 现 莱 商 银 行
“做客户放心满意的银行”
的企业愿景。

莱商银行济南分行主要
客户群体就是中小企业，智
汇聚莱平台就是一个服务载

体，值此里程碑式的时刻，
李景全主席代表济南市工商
联将《政策大礼——— 民营经
济政策汇》赠予“智汇聚莱”
平台，希望让更多的民营企
业家了解山东省惠企政策。

随后在各位领导企业家
朋友们的见证下，举行了“新
时代、新动能、新征程”的启
动仪式，“智汇聚莱”未来将
被赋予新的动能，必将推动
平台迈向新的征程。

未来，莱商银行济南分
行 将 不 断 致 力 于 “ 智 汇 聚
莱”平台的整合与升级，继
续以扎实有效的平台活动，
践行莱商银行“融资、融智、
更融情”的理念，以诚促成，
以信共赢，创造价值，融合各
方力量，汇聚优势资源，实现
智汇聚莱、商赢泉城的共同
梦想。 (记者 张頔)

构构建建新新时时代代和和谐谐共共生生的的银银企企关关系系
莱商银行济南分行“智汇聚莱”平台上线三周年

互联网金融时代，对公客户
绝大部分的业务都可以通过网
银、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完成。
但对公开户却始终是绕不开的一
个线下环节，也是各家银行比拼
服务的主战场。

一个孕育“工匠”的环境，
必定对细节的要求几近苛刻。

这一点，在四位一体的开户
流程优化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
致：官网预约引入工商信息，减
少客户录入项目达 1 0多项；优
化、整合表单和协议，让客户少
填单、少盖章；“购物车”式的
综合签约处理，如同在“款台”
一次结账；所有开户单据打印电
子 印 章 ， 开 户 与 用 印 一 气 呵
成……除看得见的柜面操作精细
化管理外，后台交互时效控制的
精细也令人眼前一亮：网点柜员
初审后即开立账户，在分行核准
业务的同时，网点柜员即办理综
合签约业务，仅此一项，就节约
开户用时20余分钟。

“阳光服务，创造价值”。
如今的开户，呈现在客户面前的
不再只是一个埋头干活的柜员。
大堂经理热情接待，开户专员贴
心辅导，柜员娴熟、流畅的业务
办理，使客户享受高效、温馨、
专业的全方位开户服务。

自年初全行开展强化对公开
户服务以来，各网点积极落实推
行对公开户专员制度，推广四位
一体服务，涌现出一大批工匠柜
员。她们因地制宜、精雕细琢每
一个开户细节。在北京、长沙、
青岛等分行，部分先进柜员积极
创新，在各自的窗口不断提升开
户时效，有的一个下午新开3、4
个对公户……

开户痛点唯快不破，但是光
快还不够，一定要有内力，有品
质。开户仅仅是对公客户阳光服
务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常说，一
个好的服务品牌是一连串的好故
事，如果没有工匠精神打造，再
好的品牌故事也只是金玉其外。

(记者 赵婉莹)

以工匠精神追求卓越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实实现现

对对公公开开户户四四位位一一体体
本报济南9月12日讯(记

者 姜宁) 为响应抗洪救
灾的指示，日前，潍坊银行立
足本职，全力做好抗灾救灾
和灾后重建中的金融服务工
作。

潍坊银行对各受灾区域
的网点提出了基本要求，即
排除一切困难，确保网点正
常营业，为抗灾救灾做好金
融服务。例如青州管辖行金
鼎支行，因洪水浸泡造成地
基下陷，墙壁出现裂缝，地面
沉降。该网点发现险情后迅
速安排专业人员勘察并进场
维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坚持正常营业，目前已经完
成全部维修工作。

针对灾区客户，潍坊银
行组织开展灾情况排查，积
极与受灾客户进行对接，针
对受灾客户受损情况、面临

困难、重建计划、授信需求
等，制定具体的信贷支持工
作方案，确保最终落实信贷
支持措施，做到精准支持，切
实帮助其完成灾后的重建工

作。
积极对接受灾区域政府

部门，加大扶持力度。受灾地
区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的
灾后重建计划及政策要求。

对此潍坊银行将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对接相关部门，积极
参与灾后基础项目建设，拟
初步单列5亿元信贷规模用
于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信贷
支持。

为方便灾区群众业务的
办理，潍坊银行已成立12个
金融服务工作组，主动上门
与受灾客户对接融资需求，
介绍信贷政策，指导帮助客
户一次备齐资料。对客户提
出的贷款申请开展受理初
审，并将初审结果第一时间
告知客户，避免客户等待，提
升服务质量。同时，网点柜面
业务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原则，对抗灾救灾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开户、现金及资
金汇划等金融需求提供便
利，确保流程顺畅、业务高
效。

潍坊银行积极响应抗洪救灾工作

拟拟单单列列55亿亿元元信信贷贷规规模模用用于于灾灾后后重重建建工工作作

依托服务站
发展农村电商

“普惠金融服务站在保
证助农取款点原有功能的基
础上，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服务产品和功能明显增多，
服务范围延伸至蓬勃发展的
农村电子商务、理财咨询领
域，成为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的新平台。”人民银行台儿
庄区支行行长任宪文告诉记
者。

据了解，该行建立“1+
4”工作模式，即出台一个
指导意见，建立四项机制。
该行出台了《关于推进普惠
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引
导金融机构依托助农取款服
务点等载体，建设“十位一

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站，明确服务站根据加载功
能区分为标配版和高配版两
种，规定各参与机构职责、
服务站日常管理与评价等内
容。

人民银行台儿庄区支行
积极探索“普惠金融服务站+
农村电商”新模式，通过实地
走访、入户调查询问农户意
见，积极引导普惠金融服务站
与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合作，
开展便民网购、农村物流、便
民缴费等服务，发布当地农
业、农产品、民俗产品和乡村旅
游等供求信息，为农户提供农
产品网上销售“一站式”服务。

立足服务站
推进精准扶贫

“多亏咱金融部门精准
扶贫的好政策，解决了俺的
燃眉之急。”涧头镇草沃村
农户刘伟艳说。刘伟艳经营
着一家自主研发、加工民间
手工艺品的公司。今年，企
业资金链出现断裂，当地商
业银行在调查了解情况后，
利用“金融机构+普惠金融
服 务 站 + 来 料 加 工 + 贫 困
户”信贷模式，向其发放20
万元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据了解，人民银行台儿
庄区支行把金融扶贫与产
业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产业
吸纳贫困人员就业带动脱
贫。该行引导辖内金融机构
从涧头镇选择影响力大、覆
盖面广的取款点，将其改造
升级成“普惠金融扶贫工作

小站”，推出“金融机构+普
惠金融服务站+来料加工+
贫 困 户 ”模 式 。在 该 模 式
下，普惠金融服务站负责初
步统计企业贷款需求和带
动贫困户人数，辖区商业银
行依据实地考察情况，对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现场
评级、授信并建档立卡，将
扶贫服务送到企业中。

针对农村地区金融电
信诈骗案件频发、金融维权
意识淡薄等问题，人民银行
台儿庄区支行指导当地商
业银行依托助农取款点升
级改造的普惠金融服务站，
统一悬挂“金融消费维权联
络点”标识牌，切实为村民
鼓起来的“钱袋子”提供法
律保障。

（记者 张頔）

助农取款点“十位一体”功能升级

普普惠惠金金融融服服务务站站架架起起惠惠农农““暖暖心心桥桥””

潍坊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郭虎英在对口帮扶村查看受灾情

况，并送去2万元慰问金

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枣庄市台儿庄区支行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软
硬件升级、功能拓展和资源整合，将现有的助农取款点进行提档，建成可提供包括小额汇取款服务、非现金结
算服务等在内的“十位一体”的多功能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搭建起支农、惠农、便农的“金融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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