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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用用互互联联网网技技术术开开辟辟小小微微金金融融新新天天地地

建行“快贷”———

业业内内首首创创全全流流程程个个人人网网上上自自助助贷贷款款

齐河农商行

“阳光信贷”
助力春耕

平原农信社

开展“三扫一抢”
专项活动

联社资讯

近年来，工商银行德州分
行积极推进金融服务与互联
网技术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广
网贷通等一系列适合小微企
业特点的网络融资产品，较好
地满足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需
求，降低了融资成本。统计显
示，仅工行“网贷通”一个产
品，2014年就累计为近300户
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 7 . 6 4亿

元，是辖内单体金额最大的网
络融资产品。

据了解，如今小微企业的
生产经营不再局限于过去的

“50公里”经济圈，不少小微企业
还实现了跨国经营，在打破地
域空间束缚的同时，其生产销
售过程中的资金流、信息流、
物流逐渐分离。在这种情况
下，工行德州分行积极运用互

联网思维，加快推进服务模式
创新和产品网络化升级改造，
努力寻求一条既适应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特点，又能较好防
控风险的小微金融发展新路，
效果逐渐显现。网贷通就是工
行专门为小微企业量身打造的
一种网络自助式循环贷款服
务，企业只需一次性签订借款
合同，便可在合同有效期内足

不出户地完成贷款的申请、提
款和归还等过程，特别契合小
微企业短、频、急的资金需求
特点。与其他单项融资产品相
比，网贷通还具有高效自主、不
提款不计息的优势，企业可根
据销售淡旺季等情况随借随
还，有效降低融资成本，非常适
合小微企业对资金需求的间歇
性、周期性特点。 （宋开峰）

建行日前在全国正式推
出一款名为“快贷”的网上贷
款产品。据悉，这是国内金融
系统首个真正的个人网上全
程自助贷款产品，可以让客户
足不出户、简单轻松地点点按
钮，最快几分钟即可自己在网
上办完全部的贷款流程。贷款
门槛最低降至1000元，普惠至
数千万个人和小微客户，将为
破解个人消费和小微客户融
资难题，引领传统银行在互联
网领域的金融创新起到巨大
的示范效应，开启了银行面向
消费和小微客户提供互联网
融资服务的新时代。

三款产品满足不同客户
需求

据介绍，“快贷”就是快速
贷款的简称，是建行为个人客
户新推出的一款通过互联网

快速融资的服务，可广泛用于
消费、经营等。“快贷”包括“快e
贷”、“融e贷”、“质押贷”三款产
品，其中“快e贷”、“融e贷”通过
建行网银查询授信额度即可
申请贷款，“质押贷”是以客户
在建行的本外币定期存款、国
债券、保本型理财产品、代保
管的实物黄金作为质押的一
款全程自助申请的贷款。

“快e贷”是全流程网上操
作，借款人通过建行网银申请
贷款后分分钟内就能得到系
统审批回复，不需要到实体网
点也能完成贷款申请的全流
程。“快e贷”普通客户额度为1
千至5万，私人银行客户额度
则最高可达50万元，贷款年限
最长1年，还款以后额度还可
以循环使用，贷款利息从实际
支付日开始计息。

“融e贷”需借款人在网上
申请贷款，审批通过后要到建
行网点签约贷款合同，额度为
5-500万。该产品采用信用和
抵押两种贷款方式，贷款年限
最长5年，贷款结清后额度循
环有效。

“融e贷”贷款用途可用于
消费，也可以用于经营。支用
包括网银约定转账、电商订单
支付、POS刷卡消费；“质押贷”
为全流程网上操作(须交付质
押物的除外)，可以用本外币定
期储蓄存款、储蓄国债(电子
式)、记账式国债、保本型个人
理财产品、建行代保管的实物
黄金作为质押物，额度5千到
1 0 0 万，最长 1年。质押率为
60%—95%。支付方式包括网
银约定转账、电商订单支付、
POS刷卡消费，30万以下可直

接提取现金。
据了解，为更好地支持互

联网时代客户7*24小时实时
网上交易、在线支用贷款资金
的需求，建行还在业内首创了
全新的贷款支付手段“借贷
通”，开发了客户利用借记卡
支用贷款资金的功能。利用该
功能，可以自动将客户的借记
卡与贷款额度绑定，让借记卡
拥有贷款额度，成为“贷款钱
包”，客户自己可以随时随地、
自助使用贷款资金进行消费
和支付。比如，客户网上在线
支付时，选取贷款账户即可使
用贷款支付；在使用POS刷卡
支付时也可以用贷款支付；通
过线下签约绑定约定转账账
户，在网上银行向约定账户转
账时也可以使用贷款支付。

（季宁）

春节后，齐河农商行适时采
取多种措施依据地方农业实际，
合理调配资金，适当将首季营销
重点向农业生产倾斜。推行阳光
信贷，建立客户经理公示牌，全面
推行“三日答复、五日办结”制度。
在贷款利率上对优质客户适当进
行优惠并扩大贷款额度，根据联
户联保、专业合作社、特色种养殖
业等不同贷款类型给予适当利率
优惠，简化办贷手续提高效率。对
用于农资、机具、农田建设等项目
的资金优先满足、优先发放，确保
春耕备播不误农时、不误农需，为
夏粮丰收农民致富奠定坚实的基
础。 (张河山 岳超)

为加大存款组织、贷款营销
力度，平原农信社扎实开展扫街、
扫市场、扫社区、抢优质客户“三
扫一抢”活动。本次活动，实行划
区域、分街道、明责任的开展方
式，确保所有员工真正下一线营
销，同时，要求员工建立走访台
帐，了解客户市场需求，并征集客
户对信用社改革发展建议。此次
活动，为做强做大业务规模，储备
大量客户资源，积极推进了春天
行动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高玉才 田正波)

为了缓解员工工作压力，活
跃工作气氛，提升员工幸福指
数，3月4日开始，德州中行特举
办了首届全辖员工“投飞镖”大
赛，全辖27支参赛队伍经过5天的
激烈对战，最终12支队伍挺进复
赛，等待更加激烈的角逐。

（李明远）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

举办首届
“投飞镖”大赛

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幸福德州

德德城城区区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喜喜获获多多项项荣荣誉誉
2 0 1 4年以来，德城区联

社紧紧围绕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大局，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为己任，认真履行行业使命，
通过创新业务品种，优化金融
服务，提升资产质量，提高经
营效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努力营造“农民增收、企业增
效、信用社增盈、政府满意”的
和谐发展局面，实现自身发展
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双
赢”。2014年度上缴利税共计
1 . 3亿元，极大地支持了地方
经济发展和幸福德州建设。荣

获了“2 0 1 4年度全市依法纳
税企业突出贡献奖”、“2014
年度全区纳税功勋企业”、“金
融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称号。

德城区联社坚持“面向
‘三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
企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市场
定位，始终把支持农民增加
收入、助推小微企业发展作
为中心任务，扩大信贷投放，
提 升 服 务 水 平 ，创 新“ 网 上
贷”平台，承诺限时服务；创
新推出“短快通”、“快融通”、

“续贷提前批”流动资金贷款
等新产品，推行“无缝隙优质
服务”、“差别化利率优惠”等
拳头服务 ,为全区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业主等，提供一系
列的快速服务、优惠服务和
增值服务。同时，创新“社区
金融便利店”服务模式，短期
内布设自助设备达131台，农
金通达3 1台，形成城乡交织
的便民、利民、亲民优质现代
化金融服务格局，德州市第
一辆“流动汽车银行”开进德
城机关、社区、学校、企事业

单位，有力填补了金融服务
“空白区”，把便民金融服务
送 到 老 百 姓 家 门 口 。截 至
2014年12月末，支持涉农贷
款余额47 . 86亿元；支持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达40 . 53亿元，
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今后，德城区农村信用社
将深入贯彻各级决策精神，将
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
和民生建设的支持力度，不
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金融
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
更新更大的贡献。 (孙海敏)

为迎接和庆贺三八妇
女节，农行德州分行近期组
织本行全体女性员工开展
了一系列体育娱乐活动。在
平原县师范学校体育场，平
原县支行女员工群情振奋，
笑声如潮。活动包括50米托
球跑、踩气球和拔河等项
目，吸引众多市民围观喝
彩。此项活动，既体现了组
织对女员工的关心、关怀，
又丰富了女员工的精神生
活，增强了员工的团队凝聚
力。

(宫玉河 赵曙光)

农行德州分行

组组织织女女员员工工庆庆祝祝三三八八妇妇女女节节

近年来，随着4G网络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成熟，使通过移动终
端办理银行卡成为可能。借助该
项技术，山东禹城农商行在当地
率先为机关单位、工厂企业以及
乡镇居民提供上门办卡服务，真
正做到了“金融服务进村入社
区”。在熙康食品公司的办卡现场
看到，移动终端其实就是一台改
造过的笔记本电脑，同时具备刷
卡和读取身份证信息等功能，在
企业务工的群众不出厂区就能办
理工资卡，还能签约电子银行、短
信通知等服务，用时不到5分钟，
非常方便快捷。目前，该行已上门
办理银行卡700余张，让客户享受
到了现代化科技成果。（季海）

禹城农商行

推出上门办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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