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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农商行积极贯彻
落实省联社123456工作思
路，坚持不忘初心，回归本
源，以三个坚定不移为主
线，扎实推进信贷结构调
整。

坚定不移做大零售贷
款。一是围绕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
加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近
期，筛选出1400余户有效存
款账户，以此为基数同电
力、税务部门等进行对接，
根据清单对辖内企业进行
专项营销，计划10月底对接
完毕，12月底前走访营销完
成。二是做大零售贷款。确
定零售贷款余额、户数、增
幅、新增占比等推进目标，
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主攻方
向，在全辖开展持续开展

“深走访、拓市场、促发展”
零售贷款营销活动，以线上

“信e贷”和线下一对一网格
化精准走访为手段，牢牢抓
住“零售贷款余额增长、零

售客户户数增加、零售类新
增占比提升”为关键抓手，
大力拓展零售业务，截至10
月20日，零售贷款余额26 . 22
亿元、占比 3 8 . 8 4 %、增幅
5 0 . 6 5%，分别较年初增长
8 . 81亿元、9 . 28和33 . 43个百
分点。三是夯实客户基础。
积极对接县人社局、工商
局、农业局、中小企业局等
单位获取全县1 . 3万余户公
职人员、2千余户小微企业
以及2万余户个体工商户等
人员信息，进行精准对接，
稳定存量客户，拓展新增客
户。

坚定不移推进服务创
新。一是积极对接不动产登
记中心，创新开辟不动产登
记中心专属窗口，为省内先
期、市内首创，有效节约该
行与客户的时间成本和经
济成本，真正落实便捷获
贷；积极对接省农担公司 ,
重点拓展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农业龙头企业等，破解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难
题，坚守主业，实现社会经
济和自身发展同频共振。二
是创新推出“园丁贷”“装修
贷”“农机贷”等特色贷款产
品，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不
同金融服务需求。三是创新
外部合作模式，积极同省农
担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该行
派遣专人驻场办公，搭建

“银担”合作平台，破解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
主体担保难和融资难问题，
截至10月20日，发放鲁担惠
农贷720万元。

坚定不移执行乡村振
兴、金融扶贫重点工作部
署。一是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和金融精准扶贫。发挥好该
行37名干部员工挂职乡镇
金融副镇长和村主任助理
的优势作用，积极引导金融
资源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
以创建22个样板村为抓手，
牢牢抓住整村授信、全覆盖
客户信息工作重点，发挥典

型带动和产业引领作用，积
极提振乡村振兴。二是加大
金融精准扶贫力度，积极对
涉农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精准对接，以富民生
产贷和央行资金产业扶贫
贷为支点，撬动产业扶贫，
截至10月20日，发放扶贫贷
款2505万元，力争全年发放
扶贫资金3000万元，完成扶
贫攻坚目标计划，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三是加快推进信
贷结构调整。以大力发展零
售类业务、不断调优公司类
业务，严格控制大额贷款业
务为核心，进一步推进信贷
结构调整工作。截至10月20
日，公司类贷款占比由年初
72 . 08%降至61 . 16%，零售类
贷款占比由年初29 . 56%提
高到38 . 84%，计划到2018年
末降至60%以下，零售类贷
款达到40%以上，2020年降
至55%以下，零售类贷款提
高到45%以上。

(陈琳 杨相磊)

齐河农商行

三三个个坚坚定定不不移移 全全面面推推进进信信贷贷结结构构调调整整

10月17日，是全国“扶贫日”，农行
山东省宁津县支行与县妇联、杜集镇管
区负责人一起来到杜集镇小李村重点
贫困户李清珍家，带着大米、色拉油、面
粉等物品慰问了瘫痪在床的贫困妇女
李清珍老人及家人，体现了对贫困户的
关爱和温暖。

李清珍老人是县扶贫办登记造册的
重点贫困户，全家共两口人，她瘫痪在
床，其子单身一人，有轻微智障，属于重
点贫困家庭，农行宁津县支行了解到他
们的实际情况后，主动前去慰问。

近年来，农行宁津县支行抓好扶贫
工作，派驻包村联络员，对所包村庄困
难党员、困难群众进行了慰问，通过金
融支持送温暖，履行了农行金融支持民
生的责任，助力共同富裕，支持农民进
城购房贷款,5000多万元，让150多户农
村居民住上了楼房，投放1 . 2亿元乡村
公路贷款，解决农民的“出行难”，履行
了农行面向“三农”、服务“三农”的义务
和职责，帮助农民共同富裕，受到地方
政府的一致好评。

(宫玉河 王培录)

农行宁津县支行

“扶贫日”

慰问农村贫困户

本报1 1月1日讯
(记者 路龙帅 通讯
员 宋晶 刘娜) 11
月1日，记者从德州市
残联获悉，11月1日至
30日，德州市残联与
德州市公共汽车公司
联合，集中为残疾人
办理免费爱心乘车卡
以及年审业务。

户籍在德城区、
陵城区、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德州运河
经济开发区，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的残疾人，都可申
请办理，免费乘坐市
内无人售票公交车。

新申请办理爱心
乘车卡的残疾人，须
本人携带身份证、户
口本、残疾人证到市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市
残联窗口(24号)提出
申请，填写《德州市残
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
申请表》并办理残疾
人公交意外伤害保
险。随后，仍由本人携

带身份证、户口本、残
疾人证、《德州市残疾
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申
请表》和《公交意外伤
害保险卡》、身份证复
印件、近期正面免冠2
寸彩色照片两张，到市
政务服务中心公共汽
车公司服务窗口(58号)
办理爱心卡。初次办卡
需缴纳10元卡费。

办理年审手续的
残疾人，只要到市残
联窗口办理下一年度
的《公交意外伤害保
险卡》，然后携本人免
费爱心卡、身份证、残
疾人证到市公共汽车
公司客服中心或市政
务服务中心公共汽车
公司服务窗口(58号)
办理。

市残联工作人员
提醒，残疾人朋友务
必在11月30日前到政
务服务中心残联窗口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将不能享受免费乘车
优惠政策。

残疾人免费爱心乘车卡

本月办理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刘
振) 10月30日，《山东省高端
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2018-
2025年)》正式发布。其中，要
做优做强新能源汽车等特色
优势装备，打造中国高端装备
新标杆。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
中，涉及德州为：建设新能源
汽车认证检测基地，整合资

源，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
升级。

据德州市统计局数据显
示，1-8月，德州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 . 9%，与1-7
月持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 . 5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10 . 6%，高于规
模以上工业增速2 . 7个百分

点，拉动全市工业增长2 . 9个
百分点。

前不久，丽驰年产5万辆
新能源商用车、奇瑞年产3万
辆纯电动乘用车、北汽年产5
万辆新能源汽车、联孚(龙华)
年产1万辆大中型新能源客车
等4个新能源整车项目获省发
改委批复,推动德州市新能源

汽车集群发展。
今年以来，德州市以齐

河、乐陵、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核心区，依托奇瑞、联孚、北汽
宝雅、凯旺新能源等优势企
业，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整车
项目，支持发展中高端电动乘
用车及关键核心零部件。同
时，依托奥冠等动力电池生产

企业，开发高性能锂电池、储
氢/镍氢电池和超级电容电池
以及燃料电车、铁镍电池、石
墨烯电池等，提升动力电池核
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
力。此外，凯旺新能源打造的
智慧汽车生产基地，带动了智
慧汽车、无人驾驶产业大规模
的行业应用。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贺莹
莹 实习记者 李伊) 关停地
热井纳入集中供暖使得水资源
不再浪费、供暖设施腐蚀现象得
到极大缓解、居民家中供暖效果
更有保障。临近供暖，中心城区
的地热井关停集中供热替代工
作正在顺利进行中。11月1日，记
者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获悉，今
年中心城区将有15个小区关停
地热井，并纳入集中供暖。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德
城区三八路的鑫龙嘉园小区，市
热力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小
区换热站设备安装及供暖主管
道安装工作。该小区共21栋居
民楼约1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
过去小区是采用地热井供暖，
由于没有回灌井等设施，在供暖
的过程中抽取的地下水被直接

排放至下水道，造成了水资
源的浪费。

“不仅仅是水资源的浪
费，直接抽取的地下水没有
经过任何处理，这种水质在
供热的过程中对供热设施造
成了极大的腐蚀，久而久之

会有安全隐患。而且会对居民家
中的分水器等供热设施造成腐
蚀影响，居民用上三四年就需要
更换一次分水器等设备，十分麻
烦。”市热力公司工程部主任张
勇说。

“纳入集中供暖后，供热管
网内的水均为自来水，而且我们
在换热站也增加了软化水设置，
可以更好地保护换热站、居民家
中的供热设施。纳入集中供暖最
大的改善可能是集中供暖后供
热效果更加均衡。以往地热井供
热的温度不能调节，居民家中往
往出现热的时候特别热，而天气
降温的时候供热温度却上不去
的情况。在纳入集中供暖后，我
们会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节
换热站的各项参数，确保居民家

中温度的均衡。”张勇说。
不仅仅是在鑫龙嘉园小区，

中心城区今年共完成15个小区
的地热井关停集中供暖替代工
作，各供热企业均按照工程进度
对各个小区进行供暖前最后的
准备调试工作，确保这15个小区
今冬顺利纳入集中供暖。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将将有有1155个个小小区区
关关停停地地热热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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