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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娇) 今
年9月-10月，在济宁市第四届小
微企业服务宣传月活动中，威海
市商业银行济宁分行通过营业网
点、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突出
宣传此次活动主题“普助小微、惠
及民生”，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
围，还通过走进商铺、客户走访等
方式，积极宣传了国家政策层面
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
监管部门关于提升小微金融服务
的要求与威海市商业银行小微金
融产品和服务特色。

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宁分行自

开业以来始终坚持立足本地经
济，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理念，通
过扎根本地市场，优化金融产品，
对辖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赢得了当地
小微企业主们的广泛赞誉和良好
口碑。

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宁分行针
对小微企业，以“创业通达”特色小
微系列产品为主，设立多种各具特
色的小微企业融资金融产品，服务
对象涵盖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个体
工商户、小微企业，并依据客户所
处发展阶段、经营环节的不同，提

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及组合。产品内
容丰富，以融资产品为核心，辐射
结算、电子银行、银行卡、国际业务
以及保险、黄金等代理业务。“创业
通达”小微企业融资系列产品借助
先进的技术手段、标准化的作业流
程、广泛的服务渠道，具有操作简
单、产品种类多、审批流程快、担保
方式多、融资成本低等优点，确保
小微企业客户获得高效便捷的金
融服务。

梁山县的李先生在当地经营
金属包装盒加工厂多年，由原来
的国有单位职工到现在的私营企

业主，其具备多年的行业从业经
验，加工的产品在下游客户中有
口皆碑。近两年因为实体经济发
展相对滞缓，李先生合作多年的
下游客户纷纷延长了打款周期，
而李先生又接到了大额订单，恰
逢金属原材料价格合适资金却相
对紧张。从未在银行申请过贷款
的李先生尝试给威海市商业银行
济宁分行的客户经理拨通了电
话。因李先生平时较忙，为方便客
户，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宁分行的
客户经理专门携带相关材料上门
为其办理了贷款申请的业务，通

过细致的了解调查后，及时审批，
为其发放了贷款，李先生以较低
价格购进了本批订单所需原材
料。该笔业务办理过程中，威海市
商业银行济宁分行的高效便捷服
务，给李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下一步，威海市商业银行济
宁分行将进一步加强金融知识宣
传，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对一直坚
持诚信经营，信誉良好的本地企
业，不论规模大小，努力提高服务
质量，简化服务流程，加大扶持力
度，为当地企业以及实体经济的
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宁分行

持持续续深深耕耕小小微微金金融融

为加强金融宣传，助推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稳健发展，日前，农业银行济宁运河支行客户部与市行
公司部联合组织开展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活动，围绕“普助小微、惠及民生”的活动主题，走上街
头宣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和小微企业金融业务，收到良好效果。(通讯员 孙静 摄)

上上街街宣宣传传小小微微金金融融
本报讯(通讯员 娄伟) 近

日，市民张先生来到农行邹城支
行亚圣分理处进行咨询，能否代
理其父亲办理密码挂失业务。原
来他父亲生病住院，需要用钱，
而老人又忘记了自己的银行卡
密码，无法到现场进行密码挂
失，十分着急。了解了详细情况
后，分理处主任郑凤立和客户经

理姜永波依据制度要求，第一时
间到医院核实相关信息，通过与
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授权张
先生代理其父亲办理了密码挂
失业务，及时解决了张先生为父
亲支取现金诊疗的难题。农行员
工上门服务为客户解忧，体现了
客户至上的理念，赢得了客户好
评。

老人住院忘记卡密码

农行上门服务解民忧

本报讯(通讯员 马旭)

工 行 邹 城 支 行 营 业室成 为
2015年全省第一批智能化银
行试点网点，并且实现了一次
投放智能设备最多，安装启用
时间最短、业务量最大，智能
化银行应用取得了明显效果，
运营仅一个月营业室智能银
行共办理业务1 . 1万笔，开卡
1047张，开立网银643个，各项
业务量位居全省已建智能网
点前列。

据了解，为尽快发挥智能
银行在经营中的作用，工行邹
城支行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发
展机遇，努力打造市场竞争新
亮点，把建设好、学习好、应用
好智能化设备作为全行经营
发展的重要任务，将人员素质

的提升作为智能设备运用的
前提，向全行员工提出了学习
好、应用好新设备的号召，打
破原有单一岗位技能界限，组
织全员学习掌握智能设备所
涉及各类专业知识，人人上台
演示，淘汰转岗，为新设备的
良好运营奠定了扎实基础，从
设备安装到投产运营该网点
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成为当地
第一家实现智能化改造的银
行网点。

工行邹城支行营业室作
为该行业务最全、客户量最大
的网点，现金收付量大，业务
种类多，如何发挥智能设备的
作用是智能改造面临的首要
问题。该行采取三项措施：一
是选择最佳部位，最大限度发

挥智能设备作用。经综合衡
量，该行将9台智能设备全部
放在网点中心位置，保证客户
一进入网点就能发现。同时，
在设备试行期，根据客户使用
情况多次调整不同设备的位
置，并将查询机和电子体验机
一并放在智能设备区，方便客
户使用。二是选择最强人员，
实行岗位负责制。从全行选出
6名业务学习能力强的青年员
工，成立智能银行业务小组。
通过微信群、走出去请进来，
学习掌握智能设备使用。实行

“首问负责”、“首先推荐”、“首
先体验”工作责任制，并将每
台智能设备能办和不能办业
务张贴在设备背后，便于现场
指导，确保了服务到位。

本报讯(通讯员 刘敏) 近
日，泰康人寿济宁中支工作人员
将1 1 0多万元理赔款送至客户
安先生手中。安先生对泰康人寿
的理赔服务称赞不已，并表示将
继续购买泰康人寿保险产品，未
雨绸缪，规划未来。

据了解，4月12日凌晨3点，
微山县安先生妻子张女士开车
带着丈夫回家，因下雨路滑，不
小心开进了路边池塘里，张女士
当场溺水身亡，安先生则自救成

功。张女士曾在泰康人寿购买过
三份保险，保障范围包括意外身
故。随后安先生向泰康人寿报
案，经过保险公司调查，泰康人
寿济宁中支决定给付受益人理
赔款110多万元。

本次1 1 0多万元的理赔案
是泰康人寿济宁中支成立13年
来最大的理赔案，风险无情，泰
康有爱，希望这笔理赔款能够给
客户家属带来温暖和安慰。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涛)

为不断提升信贷投放质量，抢占
信贷服务市场，金乡联社紧紧围
绕当地大蒜经济发展的实际，秉
承服务县域经济、服务小微企业
的经营理念，推出了“仓储配资”
贷款产品，实现了银企互惠、共
盈发展。截至目前，该联社共发
放大蒜“仓储配资”贷款21笔，授
信金额12000万元。

金乡县拥有恒温库1400多
座，贮藏能力150万吨，拥有蔬菜
和粮棉加工企业1200多家，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达70%。该联社立
足这一实际，在全面调研的基础
上创新推出了“仓储配资”信贷
产品，试仓储方、信用社配资入
库的合作模式，有效解决了仓储
类企业流动资金季节性不足的
问题，满足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
需求。及时解决了企业存货资金
占压、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有
效释放了企业占压资金，对金乡
大蒜市场行情的稳定，起到了积
极作用。

为确保“仓储配资”贷款的
顺利推广，金乡联社通过前期对
全县近百家仓储方进行了调查
筛选，在经过近2个月的走访、调
查，最终确定了3家在行业知名
度高，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签署
了合作协议，实施合作配资。3家
仓储方可储存总量约13万吨。同

时，对有资质的监管公司也实行
严格把关、筛选，并最终确定了
两家资质好、行业信誉度高、从
业经验丰富的监管公司，对仓储
配资贷款实施第三方监管。

每年5—7月份是大蒜的收
购旺季，大蒜市场行情瞬息万
变，企业对信贷资金需求的时限
性强。为提高信贷款效率，该联
社推出了针对大蒜企业的“服务
通道”和《金乡联社限时办贷制
度》。全面实行“阳光办贷”、“限
时办贷”制度，对办理仓储配资
的小微企业贷款做到早准备、早
调查、早审批，简化流程，并安排
专人专门办理此类贷款，有效提
升了信贷办理效率，帮助小微企
业解了“燃眉之急”。截至目前，
近2个月的时间内，该联社共为
办理“仓储配资”贷款21笔，平均
每2个工作日办结一笔贷款。

“仓储配资”贷款实行信用
社、仓储方、经营方、监管方四方
合作的模式，分散信贷风险，确
保资金安全。其中仓储方作为贷
款的保证人，与信用社合作对配
资资金的使用及质押货物实施
监督；货物经营方以其所收购的
货物提供质押担保，实际使用配
资资金；监管方则对质押货物实
施第三方监管，确保质物的安
全。做到了四方责任明确，风险
共担，有效降低了信贷风险。

本报讯(通讯员 张猛)

“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盛
行，让多少幸福的家庭家破人
亡，让多少辛苦积攒了一辈子
的血汗钱血本无归……我们
一定要抵制非法集资和参与
民间借贷的违规行为，珍惜自
己的岗位和前途。时时保持理
性冷静，面对金钱心如止水，
面对诱惑心不浮躁，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平
凡不平庸，有为不越位，做一
个有道德，有思想，有作为的
好员工。”近日，中国银行兖州
支行成功举办了“防范民间借
贷、非法集资”演讲比赛。来自
全行不同部门的数名参赛选
手，结合实际工作，从各个方
面阐述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的

危害，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
例，用自己生动的语言、真挚
的感悟，提醒自己，也告诫他
人：“非法集资招数多，项目真
假需分清，仔细辨别防骗局，
高额回报不可信……”

为积极应对当前复杂多
变的经营环境和严峻的案防
形势，深入贯彻落实中行省市
行2015年案件防控工作部署，
进一步强化员工依法合规经
营理念，持续提升全行案防工
作水平，今年8月份，中行兖州
支行开展了“防范民间借贷、
非法集资”主题教育月活动，
通过集中学习、签订责任书、
自查自纠、开展案例分析交流
会等形式，教育员工、强化管
理、遏制案件，进一步强化员

工遵章守纪意识，提升管理者
“一岗双责”的履职水平。为进
一步推动案防法规知识学习
活动的深入开展，在前期员工
自学和支行集中学习的基础
上，中行兖州支行举办了这次
演讲比赛活动，通过演讲比赛
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反思。

开展员工职业道德教育
和遵章守纪教育是中行案件
防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
是预防案件发生的重要手段。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旨在提高
员工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标
准，规范员工职业行为，倡导
尽职、诚信、合规的职业价值
理念，将案件防范关口前移，
促进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邹城工行智能化银行应用成果显著

兖州中行举办防范民间借贷、非法集资演讲比赛

济宁泰康人寿

赔付客户110多万元

金乡联社

创新推出“仓储配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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