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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农农商商银银行行同同心心战战疫疫 助助力力复复工工复复产产

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层层压实责任。成立了以主要
负责人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实地指导疫情防控
和金融服务，保障措施落实
落地。同时，成立疫情防控督
导组、金融服务组、后勤保障

组、舆情管理组等四个专班
组，全面贯彻落实金融服务

“十项措施”，开展网点、员工
疫情排查，按日监测、防控、报
送信息、部署各项工作，做到
员工微信群、朋友圈、“农金
通”业主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全
覆盖。

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合力，筑实抗击疫情“防火墙”

强化使命担当，履行责任，筑起暖心捐赠“爱心墙”

一是党有号召、团有行
动。积极响应中央金融团工
委号召，914名员工通过扫描
微信二维码捐款10 . 38万元
直接汇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专项账户。二是使命担
当，党员冲锋在前。响应省国
资委和省联社号召，一天时

间，募集爱心捐款2 6 . 6 9万
元。三是党建共建，积极参与
政府、社区抗疫。募捐10 . 24
万元，汇入地方党委政府指
定账户；向牡丹区、开发区、
高新区党委政府捐赠消毒酒
精20吨，价值28万元；24家基
层党支部积极对接镇驻地政

府、街道办事处，捐赠医用口
罩1000只，84消毒液、酒精3
吨，生活用品815箱，价值7 . 2
万元。四是开展“疫情一线医
护·守护者后盾行动”慰问活
动。向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家
属送上慰问品，表达关怀，致
以敬意。

强化物资保障，严加防范，筑好群防群治“安全线”

一是购置口罩110000副，
医用橡胶手套30000副，84消毒
液3300瓶，消毒酒精1200斤，测
温仪90个，全部发放到各支行，
保障了广大干部员工的身体健
康。二是实行错时营业，保障金
融服务。各营业网点实行 “专
人消毒、专人测温、专人配发口

罩、专人信息登记、专人引导客
户办理业务”五协同防控工作
法，确保全程监督，防控到位。
三是为更好保障员工身心健
康，总行为所有在岗员工包括
劳务派遣人员1333人，购买价
值2 . 6亿元的疫情人身保险，
切实做好员工关心关爱工作。

强化服务成效 快速投放 筑起金融服务绿色“快车道”

针对疫情期间各行各业
复工复产的现状，快速出台了

“政银保”、“乡村好青年贷”等
七个惠企利民办法，在贷款期
限、利率、额度、担保方式方面
分别给予倾斜。一是将医院、
药品器械厂商、医疗科研单
位、民生行业等作为“百行进
万企”等专项行动的优先对接
对象，采取线上办理方式，当
日申请、当日审批、当日发放，
发放专项抗疫贷款1 . 87亿元。

二是全面对接复工复产企业。
通过电话、视频、走访等方式，
逐户对接存量客户，掌握企业
复工时间及信贷资金需求情
况。为3家规模以上企业发放
贷款1 . 47亿元，在此基础上陆
续追加9800万元。三是助力春
耕备播。主动对接辖内粮食果
蔬种植、化肥生产购销、农业
机具生产购销等客户，积极引
导客户通过“信e贷”、“创业担
保贷”、“鲁担惠农贷”等贷款

方式，缓解资金需求。截至目
前，信贷支持春耕备播1 . 75亿
元。四是对因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
的企业和个人客户，以及有发
展前景但临时受困的小微企
业，坚决做到不抽贷、不断贷、
不压贷，并在利率等方面给予
一定的优惠，为疫控领域生产
手套企业、制药公司发放3笔、
金额9859万元贷款减费让利
77 . 63万元。

强化服务宣传，传递温情，筑起客户金融需求“连心桥”

一是开通云直播。每天下
午对“鲁担惠农贷”、“家庭农
场贷”、“创业贴息贷”等14种
贷款品种专场视频在线直
播，向广大网友推介存贷款
产品，现场演示手机银行操
作流程，短短两周时间，直播
间累计访问量已达 2 1万人

次。二是开辟线上服务新通
道。在开展“同心战疫，果蔬
管家在行动”惠民便民活动
的基础上，推出“和e家”云小
店线上服务，实行线上下单
和线下一对一派送服务同
步，进一步提高了客户的黏
性和忠诚度。三是利用公众

号、美篇、新闻媒体以及电
话、微信、村委大喇叭等，宣
传手机银行线上申贷及“不
见面办贷”应急模式。推行客
户经理微名片，提升关注度。
截至目前，累计发放“信e贷”
等线上贷款 1 3 9 7 户、金额
9551万元。

疫情发生以来，菏泽农商银行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省联社、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强化责任担当，
积极主动作为，在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全力做好金融服务保障工作，支持各行业各单位复工复产。截
至目前，各项贷款余额229 . 63亿元，较年初增加8 . 8亿元，累计投放34 . 51亿元。其中，为医疗、制药、医药物流配送、民
生商品超市及复工复产等企业，提供信贷资金4 . 48亿元，支持春耕备播信贷资金1 . 75亿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梁建业 赵德童 徐敏

党委书记、董事长时伟同志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文/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念东 袁文卿

2月5日凌晨时分，一辆山
东牌照的大货车缓缓停靠在湖
北黄冈一处医疗队驻地，早已
等候在此处的当地几十名志愿
者忙着从车上往下搬运蔬菜。
这批蔬菜共13吨，包括白菜、芹
菜、西红柿和粉条，全是由菏泽
市定陶区黄店镇村民王体福花
10余万元自行筹集的。今年已
经61岁的王体福曾想亲自将蔬
菜送到湖北抗疫一线人员的手
中，因他身患糖尿病和年纪大
等属易感人群，直至车辆出发
前，才被家人从车上劝下。没能
亲自去武汉成为王体福的遗
憾。临行前，他对替代自己前去
的孩子说，一定要问问他们还
缺啥，“缺多少，咱都给送过
去”。

自掏腰包

筹集13吨蔬菜支援湖北

2月4日下午2点30分，在菏
泽市定陶区黄店镇王楼蔬菜批
发交易市场，一辆满载芹菜、西
红柿、白菜和粉条共计13吨蔬
菜的半挂车发动，驶往湖北黄
冈。车上满载着定陶区黄店镇
王楼村村民王体福对疫情防控

一线人员的心意。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来到位于菏泽定陶区黄店
镇的王楼蔬菜市场，此时，王体
福正在查看西红柿的批发情
况。

“通过新闻看到咱山东赴
黄冈的医疗队人员不畏艰险，
奔赴一线，在那里有的3天只睡
了8个小时，物资还不足，发自
内心的感动和心疼。于是我就
想把新鲜的蔬菜送到前线，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王体福从
事经营蔬菜已经10余年，每天
打交道最多的也是蔬菜，也就
有了捐赠蔬菜的想法。

为了筹集更多的蔬菜，很
多外地来菜市场购买蔬菜的客
户，他都一一拒绝了。“这菜都
不卖了，全都捐给抗疫一线。”
王体福的做法，得到了客户的
理解和支持。

经过两天两夜的紧急采
摘，自家所有大棚的成熟蔬菜
都采摘一空后，王体福发现离
预期的量还差很多，就开始收
购周围村民的蔬菜。“还好咱们
黄店是蔬菜大镇，只用了两天
时间，8000斤西红柿、11500斤
西芹，6000斤白菜，300斤粉条
就筹得差不多了。”王体福的儿
子王超说，他们挑选的都是优
质蔬菜，至少可以存放一个月。

“体福这次捐赠除了告
诉家人外，没有给俺们任何人
说过，一开始还以为他花费10
多万是要把蔬菜卖到外地呢，
后来他家人无意间说起，我们
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要捐赠
到疫情防控一线。”正在给西红
柿装箱的杨海芸说。

没能亲自去湖北

成为一大遗憾

今年已经61岁的王体福患
有糖尿病多年，为了挑选高品
质的蔬菜，他都是亲力亲为，在
菜市场一待就是一天。“我最初
的想法是亲自将蔬菜交到一线
人员的手中，向他们道一声辛
苦。”然而，王体福一将该想法
提出，立刻遭到家人的反对。

“他年纪大了，还有糖尿病，属
于易感染人群，所以都反对他
去，”王超说。

在筹集蔬菜期间，王体福
的家人一直在做他的工作，但
对于性格有些执拗的王体福，
效果甚微。直到准备出发到湖
北的晚上，王体福最终被家人
从车上劝下，由儿子王超代替
他前往湖北黄冈。“司机也是义
务前往，不收一分钱。”王超说，
在与黄冈医疗队那边联系好，
他们在2月4日下午2点30分出

发，为了第一时间把蔬菜送到
黄冈，两名司机轮流开车，连夜
赶路。

临走前，王体福告诉王
超，一定要向一线人员道一声
辛苦，并问问他们，还缺少什
么，需要多少，只要在力所能
及范围内的，咱都给他们送过
去。

路上，几乎每隔一个小时，
王超便会接到王体福打来的电
话，到哪里了？还有多长时间
到？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护，注意
安全。王体福虽然没有坐在车
上，但心已经跟随这车蔬菜行
驶在前往湖北的途中。

经过近10个小时的车程，
这批满载着对疫情防控一线人
员心意的13吨蔬菜送到了黄

冈。其中一部分蔬菜将送到山
东援助湖北医疗队的的配餐单
位。“缺啥你们就说，我们给你
们送。”临行前，王超向一线人
员代传了王体福的话语。

据悉，蔬菜达到黄冈时，
在场的黄冈市政府副秘书长
孙迎送对菏泽村民们的捐赠
非常感激，“山东人民千里之
外连夜给我们送来了蔬菜，来
支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非常
感谢山东人民对黄冈人民的
深情厚谊。”

在蔬菜全部被卸完后，王
超等人没有停留便开始往回
赶。“回来后我们进行了全面消
毒，自觉自我隔离了15天。”王
超说。只要是黄冈有需要，他们
会再次前往送菜。

自筹13吨蔬菜支援湖北王体福

你你们们缺缺啥啥，，我我就就送送啥啥

王王体体福福正正查查看看西西红红柿柿质质量量情情况况。。王体福正查看西红柿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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