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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精准直达”为民营企业发展“赋能”

近日，德州中行“金融知
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
9月18日，德州中行宣传队伍
来到德州市唐人公馆社区，为
社区居民送上了丰盛的金融知
识大餐。

宣传活动现场，宣传队通
过悬挂横幅标语、张贴宣传海
报、摆放易拉宝、发放宣传折页
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工
作人员为过往居民讲解个人信

息保护、支付安全、理财知识、
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
等方面的金融知识，并就如何
识别防范电信诈骗、遭遇到诈
骗后采取哪些应急措施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的答疑解惑。同
时，深入附近商户，宣传电子银
行、消费贷款等产品，提醒商户
注意保护自身账户资金安全。

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
料300余份，不仅有效将金融知
识送进了社区，更把金融安全

防范意识带给了社区居民，引
导金融消费者选择与自身风险
偏好、保障需求相适应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让金融的发展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

德州分行将以此次金融知
识进社区活动为契机，继续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
活动，为更多的市民普及金融
知识和防范风险的技能。

（高虹）

德州中行

开展“送金融知识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近年来，紧紧围绕支持绿
色能源发展，农行德州陵城支
行立足区域经济，以国企重点
项目为抓手，大力支持风电项
目建设，成功支持义度、宋家、
神头三个风力发电项目，总授
信额度16 . 2亿元，已投放贷款
1 . 5亿元。

2019年，华电新能源、华润
新能源、国家电网风电项目在
德州陵城区立项后，陵城支行
就把三个风电项目列入重点跟
踪服务对象。2019年下半年，该

行成立风电项目经理团队，一
把手多次带队与济南项目总公
司进行接洽，并取得省、市分行
的大力支持，齐心协力共同推
动重点项目落地。2019年四季
度，陵城支行分别与三个项目
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接着迅速
展开项目尽职调查工作，及时
上报企业档案、项目评估报告
并审批通过，2019年末分别与
华电山东新能源达成授信2 . 3
亿元、与华润新能源达成授信7
亿元、与德州力奇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国家电网)达成授信
6 . 9亿元的项目贷款协议。

2020年3月20日成功为华
电山东新能源陵城分公司发放
首笔风电项目贷款2530万元，
专项用于陵城区义渡口镇20台
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建设。截至
目前，已投放华电新能源风电
项目贷款8208万元，投放华润
新能源风电项目贷款3170万
元，德州力奇风力发电项目贷
款3100万元，后续根据项目进
度陆续到位。(宫玉河 廉星辉)

农行陵城支行

16亿贷款支持风电绿色能源建设

为更好的提高消费者金融
素养，帮助社区居民有效识别金
融诈骗、虚假金融产品等金融
风险，德州农商银行袁桥支行
在袁桥镇牟庄社区服务中心开
展了“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
放反诈骗视频等方式，对社区居
民进行面对面宣传服务。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对

真假币的辨别方法进行了详
细讲解，还针对当前“现金贷”

“套路贷”等花样诱贷乱象、非
法集资“上网跨域”新特点、电
信网络诈骗、虚假金融广告等
违法违规金融活动进行了现
场讲解。通过金融知识宣传，
充分向社会公众揭露其犯罪
手法和主要特点，提醒消费者
注意保护个人金融信息，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此次宣传活动将金融服

务延伸到社区，不断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帮助消费者
远离金融诈骗。消费者权益保
护是长久之路，德州农商银行
将持续推进金融活动万里行，
为提升辖内金融运行环境的
和谐与稳定贡献力量！

（吴元礼）

德州农商银行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

面对疫情常态化带来的压力
与挑战，工行德州分行主动担
当，充分发挥“金融引擎”作用，
精准直达支持，着力提升服务民
营经济的能力和质效，举全行之
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截至9月
末，该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近100
亿元，较年初增加33亿元。其中，
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近30亿元，
投放项目贷款20亿元，投放民营
企业贷款近43亿元，民营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超过80亿元，投放普
惠贷款近16亿元。在服务民营小
微企业及实体经济发展中彰显
了“工行担当”。

上下联动，精准直达支持

“真是及时雨，多亏工商银行
及时为我们发放的贷款，解决了
公司的燃眉之急”。宁津是全国
有名的桌椅之乡、实木家具之
乡。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的影
响，某大型餐桌、餐椅出口企业
海外出口订单受到影响，资金回
款较慢，急需补充流动资金。工
行德州分行在开展“百行进万

企”与企业进行二次融资对接
时，了解到客户的实际经营状况
后，及时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上下联动，仅用三天时间为其发
放贷款900万元，及时补充了企
业急需的流动资金，为企业发展
注入了复苏动力。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今年以来，针对优质民营
小微企业“嗷嗷待哺”的严峻形
势，工行德州分行把支持民营小
微企业发展与全市新旧动能转换
紧密结合，对当地上市公司、行业
龙头、三航企业进行重点扶持。贷
款投放优先向民营小微企业倾
斜，今年前9个月，累计投放一般
法人贷款近43亿元，其中民营企
业投放近30亿元，占比达68%；共
向民营企业投放项目贷款5个，金
额超过10亿元。

为确保资金的及时到位，该
行推行挂图督办制度，定期调度
每个时间节点的进展情况。对纳
入计划的重点企业开通“绿色通

道”，逐一对接，并在贷款期限、
融资成本、担保方案等方面给予
优惠。

精准帮扶，做实普惠金融

为切实解决民营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工行德州
分行积极履行大行责任与担当，
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专门人员、
专门产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
心优势，切实将普惠金融业务作
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在
贷款规模上实施优先安排，并在
上报审批上开辟“绿色通道”，单
户500万元以内的小微贷款一站
式完成审查审批，实现了集约化
经营、专业化服务。今年前9个月，
该行已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近
1600户，超过23亿元，民营小微贷
款户数较年初增长超过525户。

活用产品，对症破解难题

为切实满足民营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成长各个阶段的金
融需求，工行德州分行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全面优
化融资品种、流程和模式。大力
推广网贷通、经营快贷、e抵快贷
等网络融资产品，持续推动“便
捷信贷行动”。

某电梯有限公司2020年2月
19日列入山东省第1批科技型中
小企业准入名单，具有优质的科
研能力，该行在对企业走访中，了
解到企业复产存在流动资金缺
口，及时为其介绍设计了工商银
行“科创贷”信贷产品，无需担保
手续，全信用方式放款，客户办理
愿意较强，通过各方面的联动协
作，最终为客户实现了500万元

“科创贷”贷款的落地，及时为企
业补充了流动资金，保障了企业
生产经营。

截至9月末，该行已累计投放
小微“e抵快贷”业务600余户、超4
亿元，该贷款流程为全线上操作，
实现了小微“捷贷”信贷产品的突
破发展。小微经营快贷增长107户
7400万元，网贷通贷款余额近10
亿元，为优质小微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送上了“金融活水”。

（宋开峰）

今年以来，齐河农商银行紧紧围
绕省联社和德州审计中心工作部署，
加大行业客户拓展力度，积极推进农
民工工资监管账户业务，取得了积极
成效。

积极响应，主动对接。该行获悉德
州市住建局推行农民工工资集中支付
业务后，迅速响应，立即成立公关团队
对接县住建局，出台行业客户营销方
案，明确班子成员、部室、支行具体攻
关对象和职责目标，积极争取住建局
申请业务代理资格，在第一时间征得
住建局的同意，形成工作合力，目前6家
支行顺利获得业务代理资格。

优化流程，提升效率。获取代理资
格后，一是该行积极获取全辖38个房地
产监管账户清单，逐一进行联系对接，
对有建筑施工单位做好营销，对有合
作意向的单位迅速出具三方《建筑劳
务工资保证金监管协议》和《建设工程
农民工工资专用资金账户托管协议》，
积极争取农民工代发业务。目前已拓
展农民工工资监管账户18户，沉淀低成
本存款4542万元。二是积极运行农民工
工资支付系统，明确平台系统用户操
作人员专人管理，对住建局和施工单
位紧密联系，加大业务培训力度，确保
熟练掌握办理流程，提升了服务网点
和业务人员的操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三是为克服建筑方工地分散、农民工
流动性大等困难，我行营业网点为农
民工业务办理开辟绿色通道，共为1200
余名农民工提供账户开立、信息维护
等金融服务，为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
提供保障，我行以认真高效的服务获
得了相关部门及广大农民工的认可。

深化营销，确保成效。一是为广大
农民工客户做好高效便捷的工资代发
业务，目前代发客户数5427笔，代发金
额10923万元。二是结合农民工客户群
体金融需求，积极推介存贷款、电子银
行等适合的金融产品，实施一揽子综
合营销服务，不断扩大基础客户群体，
目前共为农民工客户群体开办手机银
行1200余户，营销贷款1586万元。通过
做好农民工工资专户的营销和管理，
我行不仅实现了存款、电子银行业务
等有效提升，更切实履行了社会责任，
提升了社会形象。 (杨相磊)

齐河农商银行

以农民工工资

支付平台惠民工程

助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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