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德州财经2014年9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孙萌萌 美编：任上上今 日 德 州 <<<<

国国庆庆动动起起来来 德德百百带带您您嗨嗨

最时尚的运动

近年来，坚持时尚信念，
推广时尚生活理念倍受人们
推崇。因此，购物PK赛中的时
尚元素便必不可少。德百这里
聚集各路时尚名品，不仅有高
端品牌、装饰精品，更有适合
大众消费的潮流新品。在德
百，追随内心的指引，寻找心
中的时尚。国庆期间，德百海
量鞋服低价盛惠，又将带给您
不一样的生活体验，靓丽生活
如此简单！

最惊喜的运动

蓝天白云，沙滩海鸥，沐
浴着明媚的阳光，享受着片刻
的宁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生
活。加入购物PK赛，便有机会
赢取马尔代夫游，享受极致的
心灵之旅。能够在这喧嚣嘈杂
的都市中获得这样一份惊喜，

给自己片刻的放松和宁静，是
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不一
样的运动，不一样的惊喜！除
了马尔代夫游这一大奖外，还
有电冰箱、液晶电视和百元大
钞等您来拿。最惊喜的运动，
诠释都市新生活!

最满意的运动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快
乐运动日益深入人心。购物PK
赛，不仅是一种购物体验，更
是一种购物享受。我们在购物
的 时 候 ，不 再 仅 仅 是“ 买 买
买”，而是要“满满满”。德百国
庆购物，满意而来，满载而归，
满额赠礼。此次满额赠礼，德
百会员们有福了，这让小编十
分艳羡啊。满额赠礼，之于比
赛获胜之奖牌，鲜花、笑脸伴
我们始终。

最温馨的运动

金秋时节，是丰收的季
节，是浪漫的季节。德百特意
为此次购物PK赛布置最温馨
的场景。秋风伴着凉爽悄悄临
近，月亮挂着树梢，静悄悄地
点缀着。华灯初上，红旗飘动，
更加突显了国庆节的那一丝
温馨感！您是否心动了呢？带
上您的家人来德百感受温馨，
带上您的爱人来德百体验美

景，带上您自己来身临其境这
秋一般的感动！

最“微”的运动

这是自媒体的时代，这更
是我们的时代。手机上可以看
亚运比赛，手机上也可以加入
购物PK赛。关注德百微信，抢
微信红包。在“微”时代，体验

“微”幸福。
在“十一”黄金周来临之

际，借亚运东风，贺盛世国庆！
德百欢迎五湖四海的顾客前
来，届时将有最好的服务、最
具力度的优惠，最新鲜、最时
尚、最好玩的东西呈现给您！
让我们伴着秋日的凉爽，踏着
时尚的韵律，一同来品味“盛
世德百”！

随着“十一”黄金周的来临，准备出行的您还在犹豫
吗？如果您厌倦了“只观人不见景”的旅游度假方式，不妨
就近轻轻松松找找乐子。亚运会赛事紧张激烈，虽然不能
亲身参与，但我们可以体验一种别样的运动。“十一”黄金
周来德百，加入购物PK赛，众多名品优惠促销等您来选，众
多大奖倾力来袭等您来拿。

乐陵联社：

““贷贷””小小玉玉米米做做成成利利民民大大产产业业
“在信用社的扶持下，我们的规

模越来越大，现在我们生产的速冻糯
玉米已经冲出国门、攻陷韩国了。”乐
陵市溶海富硒食品有限公司副总李
冲对我们说道。就是这么一家在网络
上基本查询不到多少信息的“乡土企
业”，他们的主流产品“速冻糯玉米”
却占领韩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

跟随着乐陵联社客户经理的
步伐，我们走进了这家企业，走进
大门，一堆堆的青玉米映入眼帘。

“这里面有我们当地基地种植的，
也有从东北基地运过来的，现在正
是一年最忙的季节。”李总指着小
山般的玉米说。

公司大院内，50余名农民正在
手工去皮。据了解，该企业在去皮
工艺方面采用的是手工操作，不仅
能减少机器去皮带来的破损，还能
带动当地村民就业。据了解，在此
打工的农民一天收入在60-100元
之间，增收效果十分明显，由于招工
不分年龄限制，为当地“留守老人”提

供了不错的赚钱门路。“1 . 5元一筐，
能挣多少是多少，反正闲着也是闲
着。”在此打工的65岁的老李笑呵呵
地对我们说道。

走进冷库，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的是排列整齐的成品。“蒸
煮后的玉米在经过中转库零下35℃
冷冻后进行分检包装，然后进入成
品库零下18℃冷藏，出库时直接装
集装箱上轮船运输到韩国。”从栽
种到冷冻包装，整个工艺包括八项
主要流程，最终入库保存、运往韩
国销售，标准的流程、熟练的操作、
规范的入库冷冻存放，看着冷冻库
内摆放整齐的成品，随行的客户经
理告诉我们，该公司目前以“仓单
质押+财务监管”模式在联社贷款
1000万元，主要用于日常流动资金
周转。在当地农村信用社的支持下，
该公司不仅完成了生产工艺的更新，
还在当地及东北建立了总计占地
2 . 5万亩的两个种植基地，从种植到
采收到加工再到运输，一条龙直抵韩

国市场。
“我们的目标是将速冻糯玉米做

成民族品牌，最终占领韩国市场80%
以上的份额，稳定韩国市场后再进军
其他国家市场，相信在信用社的帮助
下，这一目标很快就会实现。”临行
前，李总的一番话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的“雄心壮志”。

近年来，为加大对地方企业的支
持力度，乐陵联社创新开办了“仓单
质押+财务监管”贷款，企业以原料
或成品作抵押物，通过专业资产保理
公司的监管，以及农信社、保理公司
对其账户资金的管理，实现有效的风
险管控。目前乐陵联社以通过此模式
为9家企业提供信贷资金4960万元，
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资
金缺乏，但因有效抵质押物的缺失而
无法融资的难题。

乐陵联社通过自身的行动，切实
发挥着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为地
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海波)

为更好地推动小微企业持续、稳
定发展，建行德州分行在面对有限的
传统信贷资源情况下，及时转变经营
思路，明确了以新产品为驱动、积极
探索转型发展道路的经营理念，从流
程优化、产品创新及银政合作等方
式，全力解决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难题，在企业成长发展的每个阶
段，量身定做金融产品，释放小微企
业发展潜力，打造小微企业的“首选
助力银行”。

深化小微企业“信贷工厂”经营
模式，为客户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简
化申报材料内容，整合小企业贷款流
程，进行流水化操作，集中小微企业
授信、派驻小企业经营中心审批人，
实行远程无纸化作业，500万元以下
贷款逐步推广以“评分卡”为主要评

价手段，缩短小微企业贷款的放款时
间，为客户提供及时、全面、高效的信
贷服务。今年以来，围绕农产品加工、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
术、现代物流、电子信息等产业强化
信贷支持。截至8月底，全行小企业非
贴贷款余额达到了21 . 06亿元，小企
业客户较年初新增95户。

加强创新产品推广，为小微企业
发展提供新引擎。近年来，建行在“速
贷通”、“成长之路”两款产品的基础
上，先后推出了“信用贷”、“善融贷”、

“助保贷”、“供应贷”、“快易贷”等多
项信贷产品，形成了包括十余种小微
企业信贷产品在内的完整的产品体
系。其中“信用贷”、“善融贷”、“创业
贷”“结算透”(三贷一透)四项产品，
为信用类贷款，无需企业提供抵押担

保，也不需要对企业进行评级授信，
而是采用评分卡方式对企业主和企
业的信用、交易行为及还款能力等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信贷服务效率高，
最快可实现当日审批当日放款，解企
业融资燃眉之急。

今年，建行还会同当地劳动保障
部门积极与山东省下岗失业人员贷款
担保中心联系，努力为小企业获得担
保意向；同时，推出的“快易贷”产品，
由财政贴息、企业无需提供保证金，无
任何担保费用，解决了担保难，降低了
企业的融资成本。今年，建行德州分行
小微企业“善融贷”、“快易贷”、“创业
贷”等新产品推广位居全省前列，建行
小企业产品创新工作也得到了小微企
业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季宁）

建行德州分行打造小微企业的“首选助力银行”

全全力力以以赴赴助助推推小小微微企企业业发发展展

走进山东省武城县
尚庄村，家家户户门前
的辣椒堆成小山，一串
串红彤彤的辣椒把朴实
的农家院装饰得格外漂
亮，沿路行进，到处可见
成方连片、郁郁葱葱的辣
椒田，翠绿丛中，红头撺
动，到处一派丰收景象。

早在2002年武城县
就被中国果蔬专家委员
会和全国特产经济开发
中心命名为中国辣椒之
乡，享有“中国第一辣椒
城”的美誉。全县辣椒种
植面积达10万亩，年交
易量超2 . 4亿斤，交易额
6亿元，椒农年人均收入
1 . 2万元。9月份正值辣
椒集中上市时节，日均
客流量达5000余人次，
日成交额在千万元以
上，为当地农民带来了
丰厚的经济收入。

在辣椒产业红红火
火发展的背后，是武城
联社强大的资金推手。
为做大做强辣椒产业，
该联社把扶持农户发展
辣椒生产作为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主导
产业来抓，充分发挥信
贷资金优势，灵活运用
信贷杠杆，着力支持辣
椒收购加工企业、辣椒
个体商贩及辣椒交易市
场，打通供销一体化的

“绿色通道”。
武城县辖内的英潮

集团是由英潮辣椒经贸
公司发展起来的，该企
业在武城联社3600万元
贷款的支持下，先后引
进“福塔”等优质韩国辣
椒品种12个，并建立了
800余亩的辣椒良种繁
育示范基地，成为江北
最大的辣椒产业集团公
司，在全国辣椒行业中
高居第三，并成功让武
城辣椒走出国门，成为
16个国际级著名食品企
业指定供应商。

为做大做强辣椒产

业，形成种植、收购、加
工一条龙的辣椒产业
链，武城联社立足实际，
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
则，不断创新贷款模式，
通过农户联保、上下游企
业担保、“合作社+农户”、

“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模式支持椒农贷款。

武城镇尚庄村村民
秦富贵想承包400亩土
地种植辣椒，除了自有
资金外还差15万元，这让
他一筹莫展，正值农信社
大力开展信贷宣传，在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经过实
地考察为其办理了贷款
手续，15万元资金划到了
贷款证上，整个过程只用
了5天。如今他所种植的
辣椒品种长势良好，丰
收在望。

近年来，武城联社
累计发放辣椒行业贷款
6亿余元，助推该县建起
了以尚庄为中心、向多
个乡镇辐射的特色产业
专业市场，形成了“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近年来，该联社主动对
接地方经济发展任务，
以扩大农业产业精深加
工规模、延长产业链、提
高附加值，带动农户增
收辐射面为目标，采取

“公司+农户”、“合作社+

农户”、“信用村+农户”
等多种模式，着力支持
了“二红一白”(棉花、食
用菌、辣椒)等农作物的
种植、贩运及加工，形成
了农业产业链条发展，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
效益。该联社理事长表
示，下一步，该联社将重
点瞄准现代农业、规模
农业和家庭农场，在提
供信贷支持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承
担，用实际行动为地区
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发
展新动力。

(孙灵芝)

金融“引擎”为红色

经济注入新动力

国庆期间，众多精彩纷呈的活动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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