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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联社“四项措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夏季用电高峰来临之
际 ,为保证客户能够方便、
快捷的办理业务。乐陵联社
积极开展科技安全检查工
作 ,确保各项业务顺利开
展。一是加大线路检修工作
力度。对辖内各网点的线路

进行重新梳理，加大对大功
率电器的线路排查,以防线
路过载引起火灾。二是加强
巡 检 的 力 度 。对 各 网 点
UPS、发电机进行全面梳理
排查，保证市电断电后业务
的正常办理。三是开展应急

预案演练。对机房内的主、
备交换机、路由器、空调进
行切换演练，为设备的稳
定 运 行 提 供 更 有 力 的 保
障。四是对网点损坏的终
端、打印机、路由器、交换
机进行第一时间维修，保障
业务的正常办理。

(王建忠 黄琛)

禹城联社开展“随车到社”飞行检查

6月27日，禹城联社对肖寺
刘分社、袁营分社开展了“随车
到社”飞行检查，检查人员跟随
解款车一同进入被查网点，款
箱包交接到网点后即开始实施
突击检查，重点对会计主管营
业前的安全检查、款箱包解送
交接、营业终了款印证上解、库

款相符、柜员卡锁定等情况进
行检查。通过此次检查，提高了
审计检查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更加准确、真实地反映了营
业终了款项、印证上解等内控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挥了审
计部门在案件防控工作中的
积极作用。 (崔珠礼 王健)

夏津联社扶持农业产业园成效显著

一是在谭宋社区流转
土地200亩，建设标准化无
立柱式蔬菜大棚40个，采用
根部滴灌等先进技术，每个
大棚年收入5万元以上，成为
全县最大的设施蔬菜产业园

区。二是在古城村发展有机
韭菜种植130亩，产品已通过
有机认证，每亩韭菜收获达
1000公斤，年收入达10万元，
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冬
季拱棚韭菜500亩。三是扶

持雷集村新建有机农场200
亩，产品全部销往上海大型
超市，真正实现了农超对
接。四是扶持雷集村建设育
苗基地1处，主要经营黄瓜、
辣椒等蔬菜育苗，年出苗达
1千万株，销往全国各大蔬
菜生产基地。 (田超)

夏津联社营造一流环境创服务佳绩

近期，夏津联社开展了
以“提升规范服务质量、争
创一流金融机构”为主题的
营业网点规范化管理活动，
一是按功能合理分区。对营
业大厅进行分类优化,将营
业大厅合理划分为业务办

理区、客户等待区和客户休
息区，使得营业厅内功能分
区更加合理。二是便民设施
配备齐全。在业务办理区统
一配置了一米线，在大厅内
配备了客户点钞机、签字
笔、老花镜、报纸架、便民伞

架等便民设施，为客户提供
方便，让客户来办理业务时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三是大
厅环境整洁干净。建立环境
卫生定期巡查制度，由办公
室组织人员，每周不定期到
营业网点大厅巡查，确保打
造宽敞、整洁、明亮的网点
形象，营造舒适、温馨、方便
的服务环境。 (孙萌萌)

打击非法集资净化金融环境

近日，夏津县农村信用联
社通过发放宣传单、大堂设咨
询台、繁华路口设宣传台、专人
现场讲解等形式，深入商场超
市、住宅小区组织开展非法集
资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共发放
各类宣传材料3000余份，悬挂
宣传标语15幅，设置LED屏标

语8个，设置宣传展板11块。力
求通过多方位、多角度向社会
公众宣传非法集资的特征、主
要表现形式、常见手段及社会
危害等，增强客户及社会公众
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引
导客户及社会公众自觉远离
和抵制非法集资。（田超）

为保障机房设备全天候
稳定运行，乐陵联社成功实
现机房UPS双母线改造。该
联社科技部员工利用半年时
间的研研究与测试，成功实
现机房UPS 2N供电模式，彻

底清除了机房存在的潜在风
险。传统的UPS并机采取的
是N+1的供电模式，这种模式
在UPS并机出现问题时会导
致UPS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从而使机房设备处于无保护

状态，进行机房UPS改造刻
不容缓。改造期间该联社科
技部人员多次咨询UPS厂
家工程师并对方案进行不
断修改，同时利用废旧UPS
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测
试，率先在全市实现UPS双
母线改造。(杨希军 王建忠)

乐陵联社成功实现UPS双母线改造

目前，乐陵联社已成功对
4家营业网点进行了线路改
造，改变了营业网点强、弱电
未分离的局面。该联社从改
变现状和节约成本出发，组
织科技部人员利用夜间时间
对线路较混乱的网点进行试
点改造，该联社结合在实际

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制订了《乐
陵联社营业网点线路改造标
准规范》、《乐陵联社新网点
线路布设标准规范》。目前，
该联社的线路改造试点网店
已成功通过上级验收，并逐步
在辖内网点进行推广。

(李培刚 黄琛)

乐陵联社网点线路改造试点工作通过验收

6月25日，禹城市的李
大哥，没出家门，就用自己
的手机给济南的客户汇去
了进货款，“以前汇货款，必
须跑到银行去排队，好长时
间才能办理完业务，今儿个
咱再也不遭那个罪了。农信

联社推出的这个手机银行
业务，既省时又省力，真是
太方便了！”他说。

该联社结合当地农村
经济情况，积极推广手机银
行业务，以个体工商户、粮
食蔬菜贩运户、种养殖大户

为重点发展客户，有重点
地进行推广营销。同时，

发挥客户经理、前台柜员人
缘地缘的优势，对客户进行
上门宣传、上门服务，让业
务宣传范围走入农户家中，
并由大堂经理对客户进行

“手把手、面对面”的业务操
作指导。 (张春涛)

禹城联社手机银行业务打开农民致富门

禹城联社积极响应中
央、省、市文明办开展“道德
讲堂”建设活动要求，快速启
动了由全员参与的“道德讲
堂”建设活动。根据实施意见
要求，将七楼大会议室设为

“道德讲堂”固定场所。按照
统一标识、统一格调制成大
气美观的讲堂背景，讲堂制
度完善并上墙，配置桌椅、音
响、投影等必要的宣讲设备，
营造出浓厚的讲堂氛围。开
展了“百里挑一选孝贤”活
动，通过自我推荐、他人推荐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孝贤人员
的推选，通过“身边人讲身边
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
教身边人”的形式，使全员接
受道德洗礼，从而自觉地践
行社会道德、坚守职业道德。

(刘伟 毕学莹)

禹城联社

开设“道德讲堂”

随着一年一度“三夏”工
作的开始，乐陵联社的客户经
理也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农机
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及田间地
头，适时调整信贷投放重点，
围绕“三夏”生产开展信贷业
务。入夏以来，雨水相对较多，
为做好“抢种抢收”工作，5月下
旬，乐陵农信联社便对“三夏”
期间信贷需求调查工作进行了
安排，要求各乡镇网点基层信
用社客户经理进村、入户、对

“三夏”生产有信贷需求的贷
户有限发放贷款，进入6月份
以来，该联社累计发放“三夏”
贷款愈2000万元。

(杨希军 郑海波)

乐陵联社信贷支持

“三夏”助“抢种抢收”

近日，禹城联社邀请禹城
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士对辖内各
营业网点会计主管和分社负责
人进行了系统的消防知识培
训，内容包括消防安全基本常

识、复杂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案
例等。此次培训，强化了管理人
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对提升各
营业网点的安全管理水平起到
了积极作用。(刘铁勇 田文广)

禹城联社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班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夏津联社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认真调查，因势利导，
科学分析，适需而变，积极跟
进，主动融入，以改善人居环

境为导向，适时推出农民住
房贷款，受到了广大农民客
户的欢迎，较好地改善了农
村面貌，有效的促进了新农
村建设。 (张涛)

农民住房贷款助推新农村建设

新河湾·魏庄社区总占
地面积约10 . 5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34 . 34平方米，由
2 1栋高层构成，容积率为
2 . 5，绿化率达到40%以上。
该项目被岔河、北侧水库，
以及东侧的水域呈半包围
之势，形成了三面环水的
风水宝地，周边优美的绿
化带营造出自然秀丽的景
观大盘。

该项目被城市道路包
围，北侧3号线、华润路以及
联兴路红线宽度40米，南侧
华孚路红线宽度为20米。四
面道路的人流车流汇聚于
此，车水马龙，汇聚于名堂
水口，视为好格局。主要道
路内部围合成中心绿地，
外围连接各个院落空间，使
之成为连接人们出行与回
家的纽带。

小区总体结构为“一
轴、一带、一环、两心”，使得
布局严谨生动活泼，同时与
人的活动密切结合，达到功

能与环境的融合。一轴，结
合设计理念，我们在中心布
置了两步行景观中线，设置
景观廊架，形成景观通廊；
一带，即健康漫步道，在环
路内部蜿蜓曲回。一环，社
区道路主干路，连接城市道
路及院落宅前路，更方便快
捷。两心，正对两个出入口，
中心空间布置绿化广场、休
闲广场等空间，为社区居民
提供一个静恰祥和，富有亲
和力的社区氛围。在区内步
行通道和各个公共活动空
间里，结合使用者需求，尤
其是老人和儿童的活动特
点，布置各种小型广场、喷
泉、和各种观赏性小品。

新河湾魏庄社区突出
新颖的设计、独特的造型、
优美的环境，完美的展示现
代都市生活新空间，为住户
创造一个优美、安全、舒适、
方便、文明和具有较高文化
品位的生活环境。

(文/贺莹莹)

新河湾·魏庄社区
德州新河湾置业倾力打造州城南部宜居新城

◎品质生活——— 德州南部生态区、健康生活路、卓越地段、超大社区；
◎高端享受——— 环境像原生态一样和谐、精品建筑、物管一步到位、

智能安防；
◎未来繁华——— 诚信为本、实力铸造、未来繁华生活模板的领航项

目——— 新河湾·魏庄社区。 地标型景观大盘

打造高品位生活环境

德州南区是一个正在崛起
的区域，随着德州市政府的规
划，2013年着重加快南部生态区
的建设，德州南区正在加速驶入
发展的快车道。德州华海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形象工

程——— 新河湾·魏庄社区改造项
目就坐落于此。

新河湾·魏庄社区承接“为您
打造品质生活”的理念，寻求现代
主义建筑与现代生活完美结合，突
破旧传统，重视功能和空间尺寸，

将自由独立生活理念贯穿于户型
设计中。做到精益求精，精雕细作，
户户采用通透，大开间，大采光设
计空间使用功能齐全，使每一套都
能得到更多的风景，户户均能享受
百变生活的乐趣。

78-142平方米全明小户型，营造中产阶级梦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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