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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金金融融知知识识普普及及宣宣传传重重长长效效 求求实实效效

“改革开放看工行”系列专题报道之五>>

日前，工行德州分行组织
金融知识宣传小分队走进德
州职业技术学院，在操场、食
堂、图书馆等处开展专题宣传
活动，为新入学大学生们上了
一堂“金融知识普及课”。

期间，该行将手机答题、
小游戏、视频动画、微信、H5
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形
式与传统的设置咨询台、悬挂
宣传标语、分发宣传折页相结
合，紧紧围绕同校园生活息息
相关的“校园贷”及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高发频发等现象，面
向新生进行金融知识宣传介
绍，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消费
观，远离金融风险。宣传内容
全面涵盖了防范电信诈骗、高
利贷、校园贷和非法集资、反
假货币、珍惜信用记录、理性
投资消费以及银行常见业务
等内容，活动形式丰富，互动

频繁，吸引了大批师生关注与
咨询。

近年来，工行德州分行秉
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积极面向公众开展金融知
识宣传，践行社会责任。重点
针对农民、务工人员、青少年、
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的金融
需求，以帮助金融消费者运用
正当途径为目的开展“守住钱
袋子”活动，帮助客户合理选
择与其自身特点相适应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抑制盲目投资
冲动，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每
年“3 . 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在市区繁华地段或网点门前
搭建流动柜台，进社区、单位、
学校开展宣传，通过典型案例
分析、正面宣传引导、解答客
户疑问与诉求等方式引导消
费者掌握相关知识，提升客户
识别非法金融广告的能力，增

强风险意识。积极配合“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有关工作，
精心组织做好公益短片在各
网点内电视媒体的播放工作，
将网络安全宣传融入“金融安
全知识万里行”和“工银e支
付”“融e购”营销宣传活动中，
促进“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
络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进
一步加大反假货币宣传工作
力度，营造良好的现金流通环
境和爱护人民币的浓厚氛围，
集中开展以“反假货币在路
上”为内容的百日主题宣传活
动……

在宣传途径上，该行与时
俱进，在加强流动展台宣传、
网点LED、宣传屏、智能化服
务设施及柜面宣传的同时，注
重进社区、进单位、进商场、进
学校等点对点宣传；在宣传方
式上，该行在传统网点和电视

台、电台、齐鲁晚报、德州日
报、德州晚报等主流媒体宣传
的同时，不断创新宣传途径载
体，充分运用公众号、微信圈、
视频动画、H5等市民尤其是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新
途径，不断提升宣传的实效。
在宣传工作的推动上，该行将
宣传融入网点日常服务中，通
过扎实开展微课堂、微沙龙，
常态化开展志愿宣传服务活
动等，实现了金融知识宣传的

长效化、常态化。加之以“2010
服务价值年”“2011改革流程、
改进服务年”“2012满意在工
行”“2013服务品质提升年”、

“2014人民满意银行建设年”、
“2015年优质服务体验年”的
主题活动的持续开展，使“您
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品牌形象真正深入人心，截至
6月末，该行网点客户满意度
达99 . 63%。

（宋开峰 谢佳禄）

自今年6月份惠农e通专
业市场版业务推广以来，农行
德州开发区支行将其列为全
行工作的重点，围绕做大做强
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营销氛围浓厚，营销成果显
著。截至9月11日，该行专业市
场版上线商户达655户，累计
交易笔数23983笔，累计交易
金额3059 . 57万元，交易笔数
与金额均居德州分行首位，也
是首家交易额突破3000万元
的支行。

据了解，“惠农e通”是农
行“农银e管家”平台的农户
版，主要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县域批发商、惠农通服务
点、农户为服务对象，可以帮
助客户完成在线商品展示、销

售、支付、融资、经营商管理、
财务管理等工作，可以有效解
决中小企业无网站、无订单系
统，技术开发能力弱等问题，
解决客户收款难、付款难、对
账难等问题。而“惠农e通”专
业市场版则可“一站式”管理
经销商、商品、订单、库存及货
款等环节，集二维码收款、管
理方物业收费、经营分析、流
水对账供应链管理等电商金
融服务于一体，有效解决了专
业市场痛点问题，为市场管理
方和商户带来了极大便利。

领导干部切实发挥表率
作用，做营销“火车头”。在营
销初期，为推动专业市场版顺
利落地，德州开发区支行成立
由行长任组长、分管行长为副

组长、各网点主任为成员的营
销先锋队，行长带头深入营销
现场，实地调研商户需求，定
期召开会议分析发展形势，同
时与市行网络金融部保持密
切沟通，及时解决产品使用中
出现的问题，全力为商户提供
优质服务体验。在营销先锋队
的不懈努力下，德州开发区支
行短期内即打开市场局面，收
获了周边商户的良好口碑，为
专业市场版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基础。

广大基层员工紧随其后，
做营销生力军。伴随业务推广
模式的成熟，德州开发区支行
营销力量逐步下沉，以基层员
工为主体的营销队伍开始释
放巨大潜能。员工充分发挥零

售条线优势，结合专业市场版
产品特性，在利用好窗口这一
主阵地的同时，不断创建新的
营销场景:批发市场、餐馆、超
市、书店、理发店、照相馆……
凡有资金交易的地方，就有可
能出现农行员工的身影。晨钟
暮鼓，春去秋来，使用专业市
场版的商户越来越多，客户结
构也日趋合理，其中既有日交
易额上万元的高端商户，也有
交易额成百上千的小商户，共
同构成和谐的支付环境。

增强岗位联动性，提高协
同服务能力。专业市场版在推
广中涉及前端营销、网点办卡
以及后台审批三个环节，对岗
位的联动性提出要求。为提高
客户服务体验，德州开发区支

行提出“一个工作日”口号，即
在商户证照齐全的情况下，从
营销成功到商户扫码收款最
长不得超过一天时间。为此各
网点均开辟绿色通道，保证商
户第一时间能够办卡，同时安
排专人进行后台审批，极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制定专项考核方案，调动
全员营销积极性。德州开发区
支行充分认识到专业市场版
对于开拓零售市场、增强客户
粘性意义重大，为了激发员工
活力，抢占市场先机，德州开
发区支行在贯彻落实上级行
奖励政策的同时，加大奖励力
度，匹配专项资金用于员工激
励，员工营销热情高涨。

(颜世敏 苏厚华 宫玉河)

农行德州开发区支行惠农e通专业市场版交易突破3000万元

“我开始是不愿意参加，
但现场听了，还真的挺好，心
里的疙瘩也不那么紧了！”“参
加完第一期，我又参加了第二
期，寓教于乐，和同事们在一
起有说有笑，真的挺开心！”德
州中行员工在参加该行举办
的员工身心健康调适类辅导
培训班后讲到。

近日，德州中行举行员
工情绪管理培训，邀请国内
知名心理咨询辅导师员工授
课，从员工关心的细微处入
手，缓解员工日常工作压力，

引导员工增强自我心理调适
能力，在全辖着力营造快乐工
作、快乐生活的氛围，增强员
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本次培训班共有216名
员工报名参加，覆盖分行近半
数员工，从培训后评价看，参
训员工对培训内容及形式的
满意率达到97 . 8%。”德州中
行人力资源部主任王问休介
绍本次培训时讲到。德州中行
员工情绪管理培训班授课式
的心理辅导模式，以寓言故
事、案例分析等情景式训练，
以催眠冥想、呼吸吐纳、颈部
拉伸操等实操式训练，增强
员工体验性和对员工启发
性；以小组游戏、团队PK等
方式，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
和参与热情，活跃培训氛围；
以人际风格测试、情商测试
分析等方式，引导员工从心理
学角度认识自己，了解情绪管
理对日常工作、生活的重要影
响以及正确应对方式。通过培
训模式的创新，使员工学会理
性调节心情、掌控情绪，学会

用阳光的心态和状态，积极应
对工作、生活、家庭、婚恋、健
康、育儿等中的困难与问题，
引导员工学会生活、学会快
乐，也得到了该行员工的积极
参与和广泛好评。

面对着日益加快的工作
节奏，德州中行认真落实上
级行员工工作会议精神，坚
持以人为本，积极打造“家园
文化”，积极转变员工工作思
路，围绕员工所思所想推动相
关工作，不断开创该行员工工
作新局面。据悉，今年以来，该
行围绕“家园文化”建设，相继
开展员工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活动、员工集体春游等文体活
动、职工餐厅改造和厅堂环境
治理等一系列工作安排，打造
全方位员工关怀体系，让员工
真正心有所属，不断激发员工
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浪潮
中去，持续展现中国银行员
工的担当、作为与新风貌。

(杨国颂)

快乐工作，幸福生活，让员工心有所“属”

——— 德州中行举办员工情绪管理培训

9月10日，德州农商银
行开展“送金融知识进集
市”活动。活动期间，通过设
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
组织工作人员到乡村集镇
开展金融知识宣教，宣传扶
贫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政
策、涉农金融产品以及农村
居民常遇到的贷款、担保业
务相关的风险防范知识，此
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650

余份，现场解答农户疑问
117次；除此以外，还与该行
特色业务相结合，向农户宣
传了“惠农”消费贷、农民住
房贷款、乡村旅游贷等特色
产品，进一步提高了产品和
服务的透明度，提升农户对
该行产品和服务的认识和
理解，为营造和谐、诚信的
金融环境贡献力量。

（孙海敏）

德州农商银行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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