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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老年公寓迎来扎堆“慰问潮”

如如果果平平常常也也来来看看看看就就更更好好了了

20家单位获

省敬老文明号

而立之年，潮头勇立。德州中行
依托中国银行“全球服务”、“世界
500强”的金字招牌，坚持以支持地
方建设为己任，在助推德州经济
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壮
大了自我。今天的德州分行，已经
设立8家管辖性支行、12家经营性
支行，1家市行营业部，形成了遍
布 全 市 的 金 融 服 务 网 络 。截 至
2013年9月末，全行的资产、存款、贷
款总额已达到145 . 51亿元、121 . 30
亿元和94 . 02亿元。

情系州城 鼎力支持
经济发展

德州中行始终坚持以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为己任，努力发挥整体传
统优势，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原
则，大力实施“大中小微齐头并进”
的积极信贷战略，对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支柱行业、重点项目和重点
企业、城市基础建设和一些具有良
好管理机制、经营业绩显著的股份
公司和上市公司进行重点扶持，先
后支持了华鲁恒升、金能科技、泰山
集团、通裕重工等一大批区域重点
骨干企业，为德州的“工业强市”做
出了重大贡献。

立足区域 创新中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

德州中行在加大扶持重点骨干
企业发展的同时，将发展中小企业
金融业务作为全行的战略重点，积
极推广“中银信贷工厂”模式，实现
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一站式”；2013
年积极抢抓总行顶层设计，成功上
线微型企业授信模式，进一步拉低
微型企业准入门槛，为德州区域微
型企业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血液。

截至2013年9月末，全行已投放新模
式中小企业215户，投放信贷资金
12 . 07亿元，微型企业投放49户、
8043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中银服务品牌的社会
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战略转型 打造个金
业务半壁江山

在巩固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强
化个人金融业务的战略转型，先后
完成了蓝图系统全面上线运行、营
业厅模块化改造、理财队伍结构优
化等系列战略动作，着力打造中银
理财、理想之家、中银信用卡、中银
汇兑等拳头业务产品，积极开展“出
国一站式服务”、“中银汇兑”、“个人
外汇实盘买卖”、“纸黄金”独具特色
的个人外汇业务，业务范围由原来
的单纯储蓄扩展为涵盖个人结算、

贷款、理财等全方位的服务，努力把
个金业务打造成业务的半壁江山。

发挥优势 突显国际
结算品牌地位

德州中行立足自身优势，大
打“特色品牌”、“服务品牌”。充分依
托遍布全球的近700家境外分支机
构、4000多家代理行的无可比拟的
网络优势，为客户打造国际结算及
资金业务服务的全面解决方案，形
成了品种齐全、功能强大的国际结
算产品体系。凭借长期经营外汇业
务的专业优势，在德州市率先开办
了外汇存款、贷款、企业结售汇、外
汇汇款、保函、保理、信用证、个人因
私购汇、汇聚宝等外汇业务，还陆续
推出了出口融信达、远期结售汇、进
口汇利达、进口付汇组合等新的结
算及贸易融资产品，充分发挥了国
际结算传统优势的龙头带动作用。
截止2012年末，全行实现国际结算
业务量 1 3 . 9 7亿美元，同比增长
44 . 45%，国际结算量外管口径市场
份额44 . 20%，较年初提升8 . 16个百
分点，提升幅度居系统内第1位；外
币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市 场 份 额 达 到
57 . 37%，居区域同业首位。

渠道升级 持续完善
服务功能

德州中行始终坚持把客户的需
求作为改进服务的起点，致力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加大渠道建设力度，加大产品

开发与推广力度。分行坚持因地制
宜、因客制宜，以市场为导向，着力
加强产品组合运用的集成创新,以
及对市场成功产品、先进营销模式
和管理经验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满足客户金融需求。

德州分行一直追求自身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多次被市委、
市政府授予“德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先进单
位”、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先进单位、
文明单位和建设学习型城市示范点
等荣誉称号；自2004年起连续8年被
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文
明单位”，分行营业部连续7年获总行
级“青年文明号”，分行营业部“三八
女子服务班”连续7年被全国妇联评
为“巾帼文明岗”，2012年被全国金融
总工会授予“全国金融系统职工代表
大会制度建设示范单位”……

东风鼓满千帆竞。未来的发展
任重而道远，德州中行将坚持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继续深化“根植德
州，服务德州”经营理念，以“追求卓
越”和“诚信、绩效、责任、创新、和
谐”的核心理念为指引，持续提升管
理水平，持续推进创新发展、转型发
展、跨境发展，努力实现各项业务发
展的新跨越，为德州区域经济文化
高地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明远）

大大商商金金融融 建建树树广广富富州州城城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30年发展纪实系列之二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申宸 ) 10月9日，记者从德州
市老龄办了解到，第一届山东省“敬老
文明号”单位评选揭晓，德州市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禹城市法律援助中心等
20个单位被评为山东省“敬老文明号”
荣誉称号。

20个市级“敬老文明号”单位分别
为德州市姜玉坤眼镜有限公司，德州
市社会福利院，德州市财政局社会保
障科，德州市德城区新湖街道办事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德州三八路支行东地北路
分理处，禹城市人民医院，乐陵市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老年事业服务站，
宁津县人民医院“老年人优待窗口”，
齐河县晏城街道中心敬老院，陵县社
会保险中心，陵县颐寿园老年公寓，临
邑县翟家镇人民政府养老服务窗口，
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武城县民政局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夏津县人民医院，
庆云县供销商厦，德州市运河经济开
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德州市市立医
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
分公司团险部，禹城市法律援助中心。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评选范围包
括全市各级涉老部门、为老服务组织、
公共服务窗口行业，主要面向基层和
公共服务窗口单位。为保证评选活动
的质量，切实做到实至名归，此次活动
的评选条件颇为严格，包括积极开展
老龄宣传和尊老敬老主题教育活动、
有规范的为老服务制度和标准、有具
体的为老服务内容和条款、创新为老
服务方式方法、无老年人投诉、群众评
价良好等诸多标准。

爱唠嗑爱打牌没啥烦心事儿

百百岁岁老老人人念念叨叨““长长寿寿经经””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李榕)

重阳节临近，德州市区不少老年公
寓、敬老院热闹起来，众多爱心人士
来此为老人们送祝福。9日，记者了
解到，尽管节日期间一些养老机构
很热闹，但平时则较冷清，位置偏僻
的更是少人问津，老人盼望爱心人
士“常来看看”。

9日下午，德州市天天乐老年歌
唱队40余名队友，来到德州市社会

福利院，为老人们带来了歌舞表演。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感觉到，随着重
阳节的临近，前来看望老人的爱心
人士明显多了起来，福利院比平时
热闹了不少，平均每天都会有两三
个爱心电话，表示要来看望老人。

“依往年的经历看，接下来还会有不
少爱心人士来看望老人。”该工作人
员说。

“随着重阳节的到来，来看望慰

问老人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多，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三拨人，老人可
高兴了。”德城区爱帮敬老院的相
关负责人称，雷锋月、重阳节、暑假
等节点，来看望老人的爱心人士比
较集中，给老人送米面、表演节目、
检查身体等，老人们打心眼儿里高
兴。

“由于位置比较偏僻，即便是在
节日期间也少有社会爱心人士前来

看望老人。”位于德城区东风路上的
一家老年公寓的负责人王女士说，
老年公寓属于民营，目前有30余间
房，入住老人30余位，规模较小，知
名度也较小。“团体慰问肯定还要考
虑交通、停车等因素。”

节日过后的冷清，也让不少老
人倍感失落。71岁的任凤兰入住德
城区社会福利中心三年，平常的娱
乐活动就是看电视、遛弯，三个儿子

做生意逢年过节更忙，老人一般只
有春节才能回家团圆。“整天面对的
都是老年人，还是希望能有人来陪
陪，和年轻人多接触。”

多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均称，
在雷锋月、中秋节、重阳节等节点
时，来看望老人的爱心人士比较集
中，平常里则相对冷清，“希望能均
衡一下，平常的时候也能有人来看
望老人，只要聊聊天就好。”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李
榕) 在德城区罗南小区，一提
起百岁老人戴长富，小区居民
都会羡慕地说：“老人家都100
岁了，身体好着嘞，每天骑着脚
蹬三轮去遛弯，雷打不动！”

9日上午，记者跟随慰问的
领导来到位于德城区罗南小区
财政局宿舍的戴长富老人家。

“父亲说大房子冷，小房子住着
舒服。”根据戴长富的要求，老
人居住在一间大概15平方米左
右的独立房间，桌上排放着蛋
糕、饼干等老人爱吃的食物。为
了让老人住的舒服，孙子媳妇
每个月都要将老人的被罩、床
单换洗一遍。

“眼不花、耳不聋，连报纸
上的小字我都瞅的清！”老人穿
着十分整洁，军绿色的外套上
一丝褶皱都没有。虽已100岁高
龄，但老人清晰的语言、幽默的
调侃，灵活的身手，让人很难将
他与百岁老人画上等号。他说，
1977年前自己一直在夏津县田
庄乡闫庙村老家务农，下地锄
草不在话下，年轻时就练就了
一副好身板。

“一百多岁也得锻炼呀。”老
人笑着说，自己每天早上四点半
起床的习惯保持了数十年，起床
后就围着小区溜达锻炼一圈。

除了爱锻炼，戴长富老人
还有两大爱好：唠嗑、打纸牌。

“去东来顺旁边的小花园没有
不认识我的！”老人说，自己每天
都雷打不动地骑着三轮车去小

花园玩，碰到聊得来的总要侃
上两三个小时，没事了也喜欢
跟老友们打几盘纸牌。

“其实没啥秘诀，关键是一
辈子都得开心，得看得开。”谈起

长寿秘诀，戴长富老人说。
在戴长富老人看来，人生

根本没有什么愁事。“有些事你
犯愁也没有用，现在四世同堂
很知足。”老人说。

10月9日上午，德州市委副书记满春重走访慰问百岁老人戴长富，给老人送来慰问金。
本报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申宸 摄影报道

特写


	N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