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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农信社

存款突破50亿元

本本市市第第一一辆辆““流流动动汽汽车车银银行行””开开进进德德城城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金融网点空白区全覆盖计划实施再添利器

农行德州分行营业部支持“刚需” 扩大覆盖

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贷贷款款发发放放逾逾66000000万万

10月16日，德州市第一辆流动
汽车银行正式在德城区乾城社区
亮相。至此，德州市第一辆集各种
现代化设施于一身的流动汽车银
行诞生了！这是德城区农村信用社
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民提供
优质服务的又一重要举措，流动汽
车银行正式启用后，将不定期地走
进德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河
经济开发区，有力填补金融服务

“空白区”，把便民金融服务送到老

百姓家门口。
据了解，德城区农村信用社

“流动汽车银行”是德州市首台服
务城乡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汽车银
行，目前在德州市各金融机构仅此
一辆，该车具备制式防弹运钞车全
部功能，利用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和
GPS车辆定位实时跟踪监控系统，
符合最高级别防护标准，各项指标
均达到金融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
防护级别规定的相关技术要求。而
且还利用最先进的无线技术创新
设置，并集成ATM自助服务，搭建
了完全流动和易于部署的移动受
理应用平台，能够为机关、社区、学
校、企事业单位提供上门金融服
务。

该流动汽车银行除了能安全

办理银行卡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等
相关金融业务外，还能依托车载
ATM提供现代化的银行卡自助取
款服务。其良好的操作界面和可操
作性，实现了与固定营业网点相同
的柜面操作平台，随车服务人员全
部为德城区农村信用社的星级柜
员，一流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建
立起一条连接城乡、惠及民众的金
融服务“快速通道”，有效填补了本
市金融服务“空白区”，提升德州金
融服务水平。

德城区农村信用社理事长付
小剑表示，在德州城镇化建设快速
发展的良好环境条件下，德城区农
村信用社乘势而进、加快发展，大
力改善城乡金融服务水平，全力推
进普农惠民的民生工程建设，流动

汽车银行有效推进了金融机构空
白区全覆盖计划的实施，让老百姓
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便捷的农信

金融服务，有力助推“普惠金融”在
广大城乡的纵深发展。

(刘玉磊 孙海敏)

根据公积金贷款新政策，住
房公积金贷款对象主要为购买
首套自住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
普通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农行
德州分行营业部积极配合公积
金中心，落实公积金贷款新政，
坚持靠营销赢得市场，靠服务赢
得份额，公积金贷款既提速又增
量，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金融需
求，前三季度共发放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6294万元，同比增加
4871万元，每笔贷款的办理时间
较去年缩短近30%。

加强信息交流。该部加大对
公积金中心的联系力度，与主要
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加强沟
通，获得市场信息，根据市场需
求，不断强化对大型企业、优势行
业、事业单位、政府公务人员等领
域的跟踪关注和重点营销，牢牢
把握高质高效市场。在了解到有
关企事业单位员工办理公积金贷
款的意向后，该部营销小组即刻
多方联动，上门营销，全方位宣传
产品及服务，切实将服务送上门。

提高服务效率。该部积极组

织客户经理加强培训学习，使业
务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操作流程，
在严格执行公积金贷款政策的
前提下，加快资料搜集、整理、录
入、上报速度，对经审查后需要
完善的贷款资料及时整改补充，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个人客户，提
前通知、提早运作，确保了资料
提报审批和贷款投放的高效率。

优化服务流程。该部抓住网
点软转型的有利时机，优化工作
流程，加强各工作环节的无缝衔
接。营销前台对有贷款意向的个

人客户，在获得客户征信授权
后，通过电话告知后台查询个人
征信，确定其准入资格，并对准
入客户量身定做、及时发放贷款
明白纸，使客户根据自身年龄、
工龄、家庭承受能力合理确定贷
款期限，一次性备齐贷款资料，
有效缩短了客户“跑路”时间。同
时，加强与公积金管理中心协调
配合，高质量做好资料提报、审
查审批及发放、扣款、报表、回单
发送等环节处理，大大提高了客
户满意度。 (宫玉河 王学峰)

乐陵联社：

立立足足地地方方实实际际 支支持持经经济济发发展展
2014年来，乐陵联社立足地

方实际，加大支农支企及农村支
付环境建设力度，以实际行动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截至目前，企业
贷款余额16亿元、占贷款总量的
42%，较年初增长3 . 02亿元、新增
占比达到了67%；涉农贷款余额
35.35亿元、占各项贷款的91.5%，
较年初增长4 .2亿元、占贷款增量
的93%；安装有效使用电子机具
800余台、电子银行产品开户4 .35
万户，业务替代率达到了68.8%。

围绕“改”字加大小微企业
信贷支持力度。一是改变模式。通
过组织开展小微企业“覆盖式走
访调研”活动，班子成员带队深入
辖内小微企业了解信贷需求及
承贷能力，切实深入到企业深挖
客户需求、根据其生产特点及生
产周期为其量身定做信贷产品。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钢结构抵押
贷款、房地产抵押循环融资贷款、

“仓单质押+财务监管”第三方动
产质押贷款为主的企业贷款产
品体系，有效解决了当地企业的
融资难题。二是改进流程。为进一
步提高企业贷款的办理效率，明
确专人负责企业类贷款的审查
工作，对办贷时限进行了明确规
定，对新客户在初步贷前调查结
束受理开始，在资料齐全的前提
下1-2天内提交审批流程，3-5
天内完成贷款投放工作，对收回
再贷的企业贷款，不需要做抵押
登记手续的当天归还当天发放，
手续较为繁琐的最多不超过3天
办理完毕，通过流程的改造不断
提高服务效能。三是改善服务。通
过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不断提
高服务质效，从以前单一的提供
信贷服务拓展为“信贷服务、支
付结算、金融顾问”一整套的服
务体系，在生产技术、投资、产品
销售前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信息咨询服务。
围绕“新”字加大信贷资金

支农发展力度。一是明确工作方
向。确立了支持三农为主的工作
方向，重点面对新农村建设、涉农
小微企业、规模化农业发展信贷
业务，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二
是积极做好信贷产品创新。面对
当地实际及农民的信贷需求，当
前已经形成了以农民住房贷款、
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及土地承
包经营收益权抵押贷款的“新农
村建设贷款”体系，能够为当地
的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充足的
信贷支持。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
上述三类贷款2 .8亿元，余额8000
余万元。三是完善信贷审批流程。
抽调精干力量建立了“个人贷款
审查审批中心”，专职负责个人类
贷款的审查审批，通过分层授权
形成了完善的个人贷款审查审
批体系，从受理到实地调查到贷

款发放严格控制在3个工作日以
内，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围绕“广”字加大农村支付
环境建设力度。一是积极打造

“一公里服务圈”。通过加大银行
卡发行、电子机具布设及电子银
行产品营销力度，不断提高基础
金融服务质量。二是分流柜台压
力。通过农金通、ATM机具的布
设及宣传，不断提高柜台业务替
代率，促进基础金融服务质量的
提高。三是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
传活动，深入街道、社区、商户开
展电子渠道交易宣传活动，确保
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的效用得以
最大化的发挥。截至目前已累计
投入建设资金1000余万元，实现
了电子机具村庄全覆盖、ATM
机具乡镇全覆盖、农金通偏远村
庄全覆盖、银行卡农户全覆盖的
格局，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取得积
极成效。 (郑海波)

当着市长面 老外狂抛问

太太阳阳能能中中央央空空调调引引来来世世界界目目光光
本报讯 10月16日，在德州

市副市长杨玖庆出席的一场太
阳能技术交流会上，来自全球31
名老外频频发问，对太阳城的新
能源技术与全球推广进行了一
场大讨论。

10月13日，由国际能源署主
办的第三届2014国际太阳能供
热制冷大会在北京开幕，此次国
际性高规格展览会首次在中国
举办。作为参展企业，山东奇威
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文在大会上广发“英雄帖”，邀请
他们到德州亲身体验。

16日的德州，蓝天白云，天
朗气清。下午2点多，来自美国、
日本、印度、墨西哥、波兰等国家
的外籍人士，参加了这次国际太
阳能供热制冷大会奇威特“技术
之旅”论坛，副市长杨玖庆也出
席了这次论坛。

简短的开场介绍之后，主持
人和翻译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要
问，瞬间打开了这些老外的话匣
子。“太阳能空调的技术制高点是
什么？”、“有没有行业标准，符合
欧盟标准么？”、“如果我们要产品
立马能兑现么？”……整个提问环

节，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李文介绍，中国是世界上太

阳能热利用产业生产和应用的
第一大国，全球太阳能热水器约
70%都在中国。之前国外的专家
都只知道这个数字，但是大多没
有亲身来过中国。这次大会是一
个让国外专家了解我国太阳能产
业的大好时机，通过有针对性地
邀请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和销售
人员到德州亲身体验，旨在让德
州的太阳能热利用走向世界。

德州市副市长杨玖庆认为，
新能源产业日益成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制高点。此次论坛交
流会的举办必将进一步密切德
州与参会的国内外科研院所、企
业公司的交流往来，助推德州太
阳能行业技术与国际接轨。

（王金强）

联社资讯

今年，齐河农商银行按
照流程银行架构着力加快流
程银行建设，为进一步提高
信贷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
信贷风险管控能力，成立了
贷款营销中心、个人类贷款
审查审批中心、放款中心、信
贷检查辅导中心和风险管控
中心，通过一体化的信贷管
理架构，强化前、中、后台监
督约束职能。该行设立营销
中心23家，其中：对公业务营
销中心1家，主要营销、拓展
公司类信贷业务。对私业务
营销中心22家，主要负责对
辖内个人类客户的贷款营
销、贷前调查、贷后检查、贷
款本息催收等工作。信贷管
理基本实现流程化管控。

(张河山 岳超)

齐河农商银行

加快流程银行建设

平原农村信用社以优质
的服务促进业务发展，到9月
底存款余额突破50亿元，在
全县金融行业名列第一。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具有
人员多、营业网点多、全县辐
射层面的优势。全县近两年
来先后共安装电子机具1455

台，发行银行卡20多万张，并
在500多个村庄的农金员家
中安装了农金通或电话POS

机，全县实现了电子银行全
覆盖。

在加强服务硬件设施建
设的同时，县农村信用社还
在全县开展了“创建文明服务
窗口和微笑服务”活动，从而
调动了百姓存款的积极性。今
年前9个月，全县新增存款6 . 7

亿元，存款余额达到50 . 34亿
元。 (高玉才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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