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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县位于冀鲁交界
处，三市接合部(滨州、沧州、
德州)，面积502平方公里，人
口31万人，由于该县土地盐
碱化严重、是典型的枯水县，
目前仍是山东省重点扶贫攻
坚县之一。

近年来，工行德州分行
联手庆云支行抓住当地新一
轮大发展机遇，根据“扶持对
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
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脱
贫成效精准”的原则，紧密结
合县域特点，进一步加大帮
扶力度，不断提升贫困人口
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较好地支持了当地脱贫攻坚
工作。

坚持绿色产业扶贫

针对该县经济以农业为
主的特点，选取当地尚堂镇
作为“绿色扶贫试点村”，推
广“工行+龙头企业+贫困户”
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尚堂镇
重点支持了以铁皮石斛特色
种植为主要产品的高科技中
药材生产加工精准扶贫重点
项目，提供种植项目启动资
金800万元，流转土地2000
亩，较好地带动了当地500户
农民脱贫致富。打响了“南斛
北种”品牌，为创建山东省全
国级“尚堂石斛特色小镇”做
出了突出贡献。

坚持实施互联网+精准
扶贫。顺应互联网+和全县电
商推广活动，帮助县域客户
实现线上线下双向销售，帮
助企业和贫困户扩大产品
销路。发挥支行“融 e购”商
城 平 台 优 势 ，帮 助 鼎 力 集
团、沃森农业科技、珍木轩、
崔口镇部分体育企业以及部
分农村个体经营产业户，免
费入驻工行“融e购”电商平
台商城，拓宽销路，提高销

量，增加收入。
支持县域农业龙头产

业。重点支持辖区内鼎力集
团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
大做强，累计投放资金5 . 2亿
元，有效地带动了广大枣农
脱贫致富，有的产品还打入
欧洲市场。

做实信贷扶贫

受历史传统影响庆云各
个乡镇具有独具特色的镇域
经济特色。例如中丁乡的轮
胎翻新，崔口镇的低压电器
和新兴的体育器材、庆云镇
的小商品等。因此，借助上级
行的政策优势，加大对崔口
镇山东体育产业基地相关产
业的10多家体育器材生产企
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为推
动该镇成为山东体育器材第
一镇和争创国体达标建设做
出了贡献，受到山东省领导
的表扬。

积极支持县域小微企业
发展，最大限度为当地就业
排忧解难。支行先后支持小
企业26家，个人经营业户160
户，既帮助农民家门口就业
脱贫致富，又有力地维护了
社会稳定。

针对当地集约化养牛以
及规模化养殖场增多的实
际，支行积极开展业务创新，
在全省率先开办了“以养牛
摊位”为主体的个人经营贷
款，授信1200万元有效地支
持了庆云县养殖业的发展，

开创了工行支持农村发展的
新途径。积极支持县域民生
建设。经过省市县三级行的
积极努力，成功为庆云县提
供2017年一期棚改贷款6 . 38
亿元，这是庆云县政府历史
上单笔额度最大、发放速度
最快的贷款，有力地保障了
县城城中村改造建设。良好
的服务赢得党委政府和群众
的好评。

发力精准扶贫

分支行联手帮扶庆云县
崔口镇崔南社区、尚堂镇大
郝村等，筹集资金15万元，为
村里修路种树，改善了村容
村貌。在“六一”“七一”和春
节时，支行购买了体育器材、
粮油米面等，到帮扶的社区
慰问老党员、贫困户和农村
小学。积极做好拥军优属工
作，除“八一”节到部队走访
慰问外，积极为军人家属兴
业致富提供金融支持。为140
名到新疆服役的新兵购买了
手提箱，赢得新兵及家长的
欢迎。同时先后捐款5000元，
为崔口镇中心小学和大湖中
学捐赠学习体育用品。响应
县妇联关于为留守儿童献爱
心活动号召，15位员工定向
与部分贫困家庭儿童“结成
帮扶对子”捐献了学习用品，
受到县妇联的表彰。走出了
一条支持精准扶贫，助力地
方发展的长青之路。

（范吉民 宋开峰）

2018年9月27日，中国
人寿夏津支公司的客户家
属陶先生专程来到公司致
谢，并送来一面写有“理赔
即时高效、服务热情周到”
的锦旗。

原来，客户陶某于2009
年4月10日在中国人寿夏津
支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
康宁终身保险 ( 2 0 0 7修订
版)。2017年10月25日被保险
人陶某因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在德州市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
不见好转，日常生活严重受
限，且出院后多次在其他医
院住院治疗，医疗费用支出

巨大，客户家属来人寿夏津
支公司申请高度残疾理赔
金。因此病特殊，也是该公
司第一次接到此疾病的报
案，经了解主治医生及鉴定
机构工作人员，结合被保险
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属保险
责任，我公司将高度残疾理
赔金30000元打到客户银行
卡中。2018年9月27日，客户
家属陶先生及其业务经理
将致谢锦旗送至夏津支公
司营业室内，并与工作人员
握手道谢。保险金虽然不是
很高，但缓解了被保险人及
其家人的经济困难，体现了
保险的保障作用。 (潘锐)

中国人寿夏津支公司

快速理赔赢得客户点赞

助力优化经商环境·建行在行动
建行德州分行积极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活动

9月26日上午，在中秋国
庆“双节”之际，建行德州分
行在单位驻地小广场开展

“诚信兴商”宣传活动，向市
民传递“诚信守信用汇”、“合
规经营促发展”及“网络炒汇
不合法”等诚信理念，现场群
众参与意识强烈，踊跃咨询
相关金融外汇知识，建行员
工耐心解答市民疑问，气氛
活跃。

“之前也从电视上看到
过禁止非法炒汇等类似的宣
传，不过不太清楚具体是什
么。这次建行的工作人员细
致、耐心地向我讲解了外汇
理财的知识，感觉还挺有用
的。”市民赵先生对记者说。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
手中持有的外汇增加，个人
外汇投资理财需求日渐强
烈。由于外汇投资理财的政
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一些不
法分子借助网络媒介，打着

炒汇的幌子，以类似传销手
法，鼓吹外汇投资平台“高收
益、低风险”，吸引投资者入
局，骗取资金。

德州市外汇局将9月份
定为“诚信兴商宣传月”，并
确定宣传主题为“诚信守法
用外汇，合规经营促发展”、

“网络炒汇不合法、资金安全
无保障”、“一切网络炒汇平
台在我国境内均不合法、组
织者被追究法律责任，参与
者不受法律保护”。

建行德州分行第一时间
做出响应，为企业提供便利的
支付结算服务的同时，不忘恪
守大行责任，成立宣传小组积
极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活动。

多举扩大活动影响

“目前我行46家营业网
点门楣LED屏滚动播放诚信
兴商系列宣传标语，营造诚
信守法营商氛围。此外，我行
10家有外汇业务经办权的营
业网点大厅内，全部布放有

相关宣传资料，为客户提供
知识宣教和咨询。”建行德州
分行公司业务部经理周慧娟
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建行德州
分行为保证活动的有序开
展，提前组织员工对本次宣
传主题及外汇政策进行专题
学习，剖析违规案例，强化合
规操作，有效防范风险。

“我行积极发动全辖员
工微信朋友圈转发山东省外
汇局制作的《外汇违规案例
通报》、《网络炒汇不合法，资
金安全无保障》、《外汇知识
三十六条》等宣传内容，提高
身边亲朋好友和客户的诚信
守法意识。”周慧娟说，“不仅
如此，我行还特地制作了新
媒体专题宣传册，内容涉及
网络炒汇7大骗术、对公外汇
业务合规经营背景真实是底
线、个人年度购汇六不准及
分拆购汇不可取、持卡人境
外经常项下消费、违规面临
处罚等多项内容，通过员工

们的广泛转发，使社会大众
了解合法经营重要性，谨防
违规操作，上当受骗。”

持续助推经商环境优化

“我们客户经理在进行
企业实地走访的过程中，与
企业进行业务洽谈的同时也
尤其注重政府政策的普及和
优化经商环境相关知识的宣
传。”建行东方支行客户服务
部主任王颖说。

多年来，建行德州分行
始终致力于聚焦本源，推动
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次

“诚信兴商”宣传活动是该行
践行国有大行责任的一个缩
影，对提升全社会诚信守信
意识，优化消费及营商环境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下一步，建行德州分行将
在合法合规为企业及个人办
理外汇业务的同时，持续向社
会大众宣传诚信合规用汇等
知识，为营造诚信守信营商环
境源源不断地贡献力量。

9月26日上午，德州中
行走进德州市中原社区，开
展外汇市场“诚信兴商”现
场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围绕“诚
信守法用外汇，合规经营促
发展”的主题，重点宣导外
汇管理的政策法规，让广大
市民增强合法合规意识。在
活动现场，德州中行工作人
员为市民发放宣传折页、讲
解外汇知识，以分析典型案
例的形式，让市民群众参与
进来，近距离的接触中行外
汇业务。本次活动也赢得市
民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认可。

德州中行开展本次宣

传活动，立足于中国银行国
际结算传统优势，旨在广泛
普及个人用汇常识，提示网
络炒汇的非法行为，引导市
民合规办理外汇业务，增强
市民自我保护意识，进而促
进德州市外汇市场健康合
规发展。本次宣传活动也得
到了德州市外管局的全程
指导。

下一步，德州中行将继
续擦亮中国银行外汇业务
的金字招牌，积极践行大行
责任，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
外汇宣传活动，与广大市民
群众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健
康稳健的外汇环境。 (李琨)

德州中行

开展外汇市场“诚信兴商”宣传活动

9月30日，农行宁津县支
行成功发放该县首笔鲁担惠
农贷45万元，这是该县实施鲁
担惠农贷项目以来全县金融
系统发放的首笔惠农贷款，践
行了农业银行支持乡村振兴、
服务三农的理念，体现了农
业银行作为国有大型银行的
责任和担当。

鲁担惠农贷的贷款对象是
种养殖大户、农业产业化大户
等，由山东省农业发展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担保，为响应上级
行服务三农及当地政府乡村振
兴的号召，农行宁津县支行积
极与县金融办、畜牧局、农业局
联系，召开由宁津县种养殖大
户参加的现场会，共达成意向
客户20户，金额3000余万元，为
种养殖大户的贷款提供了新的
平台和方式。(宫玉河 王培录)

农行宁津县支行

成功发放全县首笔

鲁担惠农贷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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