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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农商行

加强合规文化建设

生生命命的的坚坚守守
——— 记建行德州陵县支行员工滕艳

联社资讯

2014年，齐河农商行不断
加强合规文化建设，提高合规
执行力，结合工作实际对辖内
职工行为进行大排查和再教
育。在工作方式上采取了人本
管理和案件防控有效结合的方
式，为规范员工行为、建立集约
型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
年，该行不断扩大品牌和信誉
认知，在服务上推出特殊业务
上门服务，对行动不便、不宜出
门的老弱病残客户根据实际情
况给予特殊照顾。严格落实信
贷业务“七不准”、“四公开、四
禁止”，对群众反映的不规范问
题，重点关注和纠正，并按时进
行反馈。

(张河山 岳超)

今年以来，针对小微企业
贷款难、融资难等制约因素，德
城区农村信用社积极行动，选
准切入点，因类施策，择优培
植，加足“马力”，加大“油门”，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截至
11月末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达 4 1 8 0 2 5万元，较年初增长
86899万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3953万元，强有力的贷款支持
和日益完善的结算渠道为中小
微企业的发展壮大注入了一针
强心剂。

“拳头产品”助小微
企业“腾飞”

在经济形势下行、企业经
营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为企业
想办法、谋出路、促发展，与企
业共同度过难关，切实做到“立
足三农、服务大众”的服务宗
旨，作为帮扶小微企业的主力

军，为小微企业提供“无缝隙”
贷款优质服务，精简贷款手续
操作，制定了贷款审查限时服
务承诺书，对贷款审查规定了
明确的办结时间，提高办贷效
率，适时出台了“续贷提前批”
业务，有效缩短了客户办理贷
款的等待时间，降低了客户的
融资成本。

“特色产品”拓小微
企业“蓝海”

为打造该联社贷款业务
“短、小、快”的品牌，根据小微
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拿出强
有力的拳头产品冲击市场，“量
体裁衣”开发“短快通”短期流
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循环贷
款、中小企业信用联盟贷款、仓
单质押贷款、房产抵押贷款等
新的金融产品，全力满足优质
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并建立

了相应的信贷流程，为不同行
业、不同需求的“小微企业”办
理不同方式的贷款业务，做到
快速决策，服务灵活。拓宽贷款
营销面，增加营销户数，宣传放
款快速、灵活的业务特色，重
点从小微实体企业营销上做
文章，拓宽信贷投向，对实体
贷款投放工作“把握好方向”。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支持小微
企业的调控政策，在积极支持
种植业、养殖业等农村产业园
项目和农业龙头基地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转化加工
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
农村“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的
资金投入。

“贴心服务”做小微
企业“之翼”

为了更好的服务小微企业
发展，主动转变服务方式，走近

小微企业，全面了解资金需求、
实现了从“等客户上门”到“走
向客户”的蜕变。根据小微企业
的特点，不断加大资金支持力
度和创新信贷业务品种实现贷
款转型，助推小微企业快速成
长。围绕“小微型实体企业”，积
极营销小微企业贷款。建立了
小微企业信息库，从中筛选出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进行上门
调查贷款需求，进行重点营销。
成立小微贷营销中心，设立了
小微企业贷款专柜，专职营销
小微贷款，制定《小微企业贷款
操作流程》等实施办法，优化、
简化审查审批流程，提高办贷
效率。推行“承诺服务”、“上门
服务”，定期上门对黄金客户和
优质客户进行走访，宣传农信
社信贷政策，了解小微企业客
户信贷需求，促进小微企业的
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孙海敏)

为实现营业网点“6S”科学
有效管理，网点现场人流、物
流、信息流流通顺畅，进一步改
善服务环境、树立品牌形象，遵
照省行《关于进一步落实网点
6S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农
行德州分行营业部于近期聘请
东营每一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对该部营业室进行了全方位打
造，率先为全市农行网点的6S
管理摸清了路子，树立了标杆。

领导高度重视，配足人员、
资源，为6S标杆网点打造提供
坚强后盾。为做实、做优全市6S
标杆网点的打造，营业部召开
专题会议对6S管理进行研究，
决定充分借鉴东营分行的先进

经验，聘请业内资深传媒公司
东营每一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对网点进行6S的规范化打造，
成立6S管理小组，配足人员、资
源，全面支持6S标杆网点的打
造推进工作。

全员参与，务求实效。6S标
杆打造的过程，是一个细致、艰
辛的过程，员工全员参与，自发
组建了一条快速通道，一切为6S
让路，发动卫生大扫除、单据整
理活动，管理小组比照总行6S管
理标准反复论证，不断摸索，历
时三周，终于完成了标杆网点的
打造工作，做到了现场科学管
理、合理定置机具物品、环境整
洁、人员管理持续改善，现场人

流、物流、信息流流通顺畅。
6S管理成果丰硕。有效改

善服务环境，提升品牌形象。通
过增配便民设施，张贴提醒标
识，调整物品摆放，创造整齐、
清洁、舒适的服务环境，让客户
得到良好的服务体验，使服务
品牌形象得到提升，客户满意
度得到提高；该部对部分设施
进行调整，按照客户动线管理对
叫号机、宣传栏、自助机具位置
进行调整，并定点定位；对填单
台各单据进行定位，对花盆、垃
圾桶进行定点定位，增加饮水机
取杯器，并张贴小心烫伤、小心
地滑、无障碍通道等提醒标识；
减少物品损耗，改善工作环境。

减少空间与物品资源的浪费，净
化工作环境，整理整顿，清理个
人物品，规划物品定位，文件资
料分门别类、竖式摆放，集中管
理，确立物品定量标准，打造整
洁的工作环境，提升工作效率。

6S管理效果的显现在于持
续不断的坚持，需要持续不断
进行固化，其最终目标是“物化
人”，是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
该部将通过现场检查、视频检
查等多种方式，定期通报网点
固化情况，检验评估网点6S管
理实施效果，将实施过程中发
现问题不断完善改进，按照区
域管理责任，实施有效奖惩。

(王学峰 宫玉河)

建行德州分行陵县为民支
行员工滕艳，凭借对生活的热
爱，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如今，
滕艳已经在基层工作岗位上坚
守了25个年头。今年10月，她以
遥遥领先的票数，被德州分行
评选为“十大魅力资深员工”。

“滕艳的价值不仅在于她
的工作业绩，而是她执著敬业、
不畏挫折的精神。为全行员工
树立了榜样！”建行德州分行行
长靳晓海说。

“工作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

2013农历大年初五，在山
东省立医院，滕艳被确诊为乳
腺癌中期，癌细胞开始向腋下
延伸，再往下延伸就可能到心
脏和肺部，病情相当危险。但就
是这样，滕艳仍然牵挂着银行
的工作，她最大的梦想就是重
回工作岗位。她打电话询问业
务情况、员工情况。病情稍微稳
定的进候，她让爱人带她到单
位上看看。”行领导也特意上
门，嘱咐她好好休养，等彻底康
复后再考虑工作。滕艳却说：

“建行是培养我、成就我的摇
篮，为民支行就像我养育的孩
子，我想那里的客户，想那里的
员工，这份工作是我生命中的
一部分。我离不开它。”

经过大半年的治疗，滕艳身
体状况得到很好的恢复。2013年
11月，她不顾家人反对和行领导

劝阻，执意返回了工作岗位。

“尽最大努力干力所能

及的活”

重返工作岗位后，行领导
特意把她调到了离家几十米远
的建行营业厅，并嘱咐她累了
就回家休息，不用盯班。但滕艳
闲不住，看到大厅客户多、业务
忙，她就主动帮助柜台疏导客
户、指导填表。人多嘈杂的时
候，滕艳时常头晕出汗，同事劝
她回家休息，她执意不肯，说：

“我得尽最大努力，干些力所能
及的活，不能是个废人啊！”

重回正轨的生活节奏，她主
动担起营销对公账户的重任。每
天她都要到陵县政务中心跑好
几趟，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及
时跟踪服务。今年滕艳营销了62
户企业在建行开立基本结算账
户，占全行开户的60%，创陵县建
行此项业务历史记录，在全市也
开了先例。结算账户的开立带动
营销了企业网银、结算卡、代发
工资等多项关联业务，使陵县建
行一般性存款上升到全市第三
位，今年到目前，全行个人存款
新增列全市第一。

“敬业是理想，更是行

动”

作为柜员，滕艳每天工作
的时间最长，办理的业务最多。
2003年，建行改革期间，随着部
分人员离开建行，能够上岗办

理业务的员工严重缺乏。滕艳
自觉担起几个人的工作。每天
早晨来得最早，中午就在单位
附近买点吃的，然后接着上班，
日均办理业务达300余笔。晚上
她下班最晚，等员工都走了，她
把一天的票据整理一遍才走。

滕艳的敬业精神也得到了
全行一致好评，她多次被德州
分行和县支行评为优秀行员，
被德州市工会授予“五一工人
先锋号”、被陵县评为“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打造和谐互助、业务

过硬的团队”

陵县为民支行共有8名员
工，7女1男，可以说是姊妹花团
队。在这个团队中，女职工家务
事多，情绪敏感，滕艳就从关心

她们的家事、心理、情绪入手，解
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员工家里有
病人或发生意外，她都是第一个
到家里看望安慰，帮助解决困
难。银行工作时间紧，有些员工
忙于工作耽误了谈对象，滕艳就
托亲朋好友给她们介绍对象，先
后为五六个大龄女青年牵线搭
桥。每遇到女员工怀孕、哺乳期，
她就主动把最累的活揽过来，让
她们干力所能及的活儿。

有事大家想办法，齐心协力
度难关。滕艳实现了“打造和谐
互助，业务过硬团队”的目标。近
4年来，德州陵县为民支行储蓄
存款增长3亿余元，2010至2012
年连续3年被德州分行评为“优
秀集体”，并且在2013年旺季营
销PK赛中荣获德州分行“分理
处序列桂冠”。 （季宁）

12月1日，中国银行与国家
开发银行联合面向个人及非金
融机构客户发行首期中行柜台
国开行债券 (以下简称“国开
债”)，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丰
富的投资目标。

国开债被称作“准主权”债
券，秉承“丰富境内居民投资选
择、推广普惠金融”的理念；与
相同期限的国债相比，收益率
较高，对无法进入银行间市场
的投资人具有较大吸引力。

2 0 1 4年1 2月2日到3日期
间，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中行
各营业网点柜台、电子银行进
行中行柜台国开债一级申购；
12月8日即可在交易时间内随
时进行买卖。非金融机构客户
除了通过柜台方式申购、交易
外，也可以联系中行客户经理
进行大额交易洽谈。

未来，中行还将陆续推出
农业发展银行债券、进出口银
行债券等政策性金融债和以中
国铁路总公司为代表的政府支
持债券等。 （李明远）

首期中行柜台

国开行债券正式发行

滕滕艳艳在在与与客客户户交交流流

临邑联社

打好四场会战

稳步推动旺季工作

进入旺季以来，临邑联社
通过打好四场会战，稳步推进
各项业务工作，确保年末各项
任务指标圆满收官。

抓服务，挖储源，强调度，
打好资金组织阵地战。与各网
点负责人签订《2014年四季度
存款发展目标责任状》，确保各
网点一把手加压奋进，提高揽
储积极性。

稳步投放，积极储备，打好
信贷结构优化战。稳步投放贷
款。目前，新营销优质企业15

户，信贷需求7000万元。
加强督导调度，完善奖惩

措施，打好电子银行产品营销
战。通过制定电子银行业务竞
赛考核办法，修订电话回访制
度等措施，提高电子银行产品
动户率。

做好安防工作，提升案防
水平，打好年底安全运营战。监
控室4名安保工作人员24小时
轮流坐班制，对辖内29家营业
网点实施全面监控，对重点营
业场所和环节实施重点监控。

(王丽 卢勤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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