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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菏菏泽泽工工行行三三年年贷贷款款新新增增超超百百亿亿
该行将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凸显金融主力军作用

信贷是银行支持经济发展
的主要工具。近年来，工行菏泽
分行以支持实体经济、城镇化建
设和居民消费升级为己任，持续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力支持了
地方经济发展，凸显了金融主力
军作用。特别是2012年以来，各
项贷款累计增加102 . 7亿元，增
长了68 . 09%。至2014年末，各项
贷款余额达到253 . 56亿元，余
额、增量系统内占比稳步提升，
稳居同业第1位。

积极争取政策，鼎力支持大
企业发展、大项目建设。三年来，
工行菏泽分行重点支持了大型
企业集团及行业龙头企业改扩

建项目，积极支持了特色产业新
建扩建项目，大力扶持了中型企
业扩大产能、技术改造项目，先
后为东明石化、玉皇化工、洪业
集团、达驰电气、尧舜牡丹、巨鑫
源食品等40多个工业项目投放
项目资金40多亿元。同时，围绕
在建、续建与即将投产的项目，
积极主动与企业对接，对企业扩
大授信，对到期贷款及早做出续
贷安排，及早投放流动资金贷
款，确保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在
贷款之外，工行菏泽分行坚持不
断创新，丰富支持方式，近三年
为全市工业企业累计办理融资
租赁、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理财

委托贷款等表外融资业务70多
亿元。

不断加大力度，倾力扶持小
微企业发展。三年来，工行菏泽
分行累计为菏泽市小微企业提
供各类融资68 . 29亿元，惠及500
余户小微企业，占全部贷款的比
例也逐年提高，不良率也控制在
较好水平。2014年，被市政府授
予为“菏泽市金融支持小微企业
工作突出贡献奖”。

积极服务民生，大力发展住
房金融和个人信贷业务。三年
来 ，住 房 开 发 贷 款 累 计 发 放
17 . 96亿元，个人贷款累计发放
67 . 85亿元，支持按揭的楼盘100

多个。个人贷款余额、新增额和
发放额稳居四行第1位。在贷款
之外，工行菏泽分行坚持不断创
新，丰富支持方式，近三年信用
卡累计发卡量超过50万张，消费
额近150亿元，分期付款累放额
近8亿元。

三年来，工行菏泽分行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客户和企业
的无数赞誉；在对地方经济发展
的支持和贡献上，工行菏泽分行
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党政主要领导多次批示，肯定成
绩，寄予希望。

在全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同时，工行菏泽分行也赢得了

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了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在全
省二级分行经营管理综合绩效
考评中，由原来的后三位逐渐攀
升到了现在的前三位。在总行经
营考评中，2013年度首次跻身全
国二级分行经营30强，列28位；
2014年度再次进入前30强，并提
高了5个名次，列23位。“后进生”
变成了“优等生”。谈及今后的发
展，该行主要负责人表示，工行
将一如既往地全面支持地方经
济发展，不断创新支持方式，为
菏泽早日实现“科学赶超、后来
居上”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通讯员 陈衍宝

一张面额100元的拼接人民币，其

中三分之二是真币三分之一是假币。

近日，鄄城县居民边某拿着该人民币

在银行办理存款时，不仅没有兑换到

钱，还被银行工作人员收缴。

边某以该币大部分为真，为换整

钱，才找了一块假钞拼接成整钞，因所

拼接的假钞部分不超过三分之一，根

据“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的规

定，真钞部分尚可以兑换人民币50元

为由，向鄄城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协会投诉，要求银行退还被收缴“假

币”，并兑换真币50元。

在对该人民币进行鉴定后，协会

工作人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

缴鉴定办法》第三条“变造的假币是在

指在真币的基础上利用挖补、揭层、涂

改、拼凑、移位、重印等多种方法制作，

改变真币原形态的假币”的要求，认为

边某的行为属拼凑人民币的行为，因

此，银行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收缴，

否则将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最后，边

某接受银行的收缴行为。

鄄城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

会提醒广大市民，人民币在流通使

用过程中，难免出现破损现象。居民

手中一旦出现残缺破损人民币，应

及时到银行机构办理兑换，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但决不能在

事后用投机取巧的办法进行拼凑，

即使用真钞拼凑也构成了变造人民

币的行为，形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甚至法律风险。

通讯员 杜建华 黄远启

拼接人民币

要被银行收缴的！

“取款不出村、贷款送上门
服务全天候”,这就是巨野农信
社服务“三农”的生动写照。多年
来,他们始终践行“普惠金融”之
道 ,创新服务领域 ,深化服务流
程,本着“便民、惠农、支农”的服
务理念和“金融机具村村通”目
标，加快“金融机具进村入社区”
步伐。在较大社区、行政村布放

ATM存取一体机；在经济活跃
村庄积极布放农民金融自助服
务终端；在电话网络覆盖的村
庄，实现电话POS全面跟进；在
城区繁华街道社区设立农信银
亭，着力构建全覆盖的支付结算
网络。目前服务辖区已累计安装
农金通、电话POS等金融机具
2800多台，发行信通卡70多万

张，拓展电子银行客户32000多
户，实现了“电子机具村村通”，
构建了全覆盖的支付结算网络，
农民不出村就可领取粮补、低
保、农保等各类补贴。目前，联社
已代发全县粮食补贴25 . 6万户，
代发低保4 . 3万户，代发新型农
民养老保险9 . 7万户，代发医疗
保险2 . 3万户。

巨巨野野农农信信社社普普惠惠金金融融““接接地地气气””

2014年，建行菏泽分行坚持“支持

地方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的宗旨和理

念，严格按照银监局“两个不低于”的

监管要求，扎实工作，勇于创新，为渴

求发展中的小微企业插上了迅速腾飞

的翅膀，截止目前，共累计为800余户

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近百亿元，为

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

了市委、市政府、银监局等各级领导的

充分肯定和认可。

近日，菏泽市银监分局召开“菏泽

市银行业2014年度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评优表彰会议”，建行菏泽分行荣获

“2014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集体”

称号，并做典型发言。

(董山)

巨野县农村
信用社坚持“接
地气、惠民生”金
融服务理念，把
改善支农服务作
为创新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断丰
富支农内涵，大
力实施金融服务
进乡村、入社区
工程，全力打通
普惠金融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通
过 优 化 金 融 服
务，在大力支持
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也实
现了自身业务的
快速发展。止2月
末，全县农信社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108亿元，较年初
增加7 . 7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68 . 9
亿元，较年初增
5 . 6亿元。

近年来，该县农信社确立
“跟着农民走，跟着市场走，真
情服务，创新服务”支农新理
念，支持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新成果的引进推广，拉长农业
产业链，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济体开辟信贷

“绿色通道”，实行跟踪建档、评
级授信、利率优惠、快速办结、
阳光办贷，寻求农民增收与自
身增效的最佳结合点。为了帮助
更多的农户实现致富梦想，他们
不仅在信贷资金上全力支持，而
且帮助农民解决信息、技术等问

题，专门聘请农业专家举办培
训班，对全县种养殖大户进行
系统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
指导、定期回访等形式，为农户
提供全方位服务。止2月底，全县
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61 . 5亿元，
占比达89%。

信贷支农不遗余力

为了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
题,该联社主动用最好的信贷产品
和信贷服务让利于企业。止2月
底，全县信用社企业贷款余额达
24亿元，较年初增加3.3亿元。随着
巨野经济的蓬勃发展，招商引资
项目不断扩大，辖内煤炭、化工、
运输、纺织、农产品深加工等行业
发展迅速。为此，他们积极了解企

业行业特点、贷款需求等信息，细
分客户群体，及时研发企业贷款
新产品，相继推出钢结构抵押贷
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第三方监
管动产质押贷款、准抵押贷款等
一系列贷款新品种。实行高管营
销，主动对接辖内企业，积极推介
金融产品和服务，并按照择优扶
强的原则，根据企业实际分类施

策，对于管理层素质高、产品前景
好、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给予重
点扶持；对以农产品为产业链的
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中有市
场、守信用的龙头企业贷款给予
优先办理；对一时经营困难但发
展前景较好的企业，积极靠上去，
帮助分析问题，采取“放水养鱼”
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勇当企业发展后盾

金融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

建行菏泽分行：

荣获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先进集体

3月5日，人民银行定陶县支行组织青年员工与工行定陶支行员工一起，走上街头，开展“学雷锋、我志愿、我行动”金融宣宣传活动，
向路人宣传人民币反假、个人征信查询、反洗钱、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金融知识，并走进路边商店，向他们讲解人民币币反假知识等，得
到社会公众的好评。

据介绍，在5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该支行还开展了“弘扬雷锋精神，走进孤寡老人”送温暖志愿活动。同时，支行把学雷雷
锋活动与窗口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开展了“创先争优学雷锋，为民服务在窗口”主题活动，以自身行动更好地地服务社会民生，
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展现了基层央行的良好社会形象。 刘瑞锋 摄影报道

学学雷雷锋锋，，我我们们在在行行动动

◆◆

◆◆

◆◆

通讯员 张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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