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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能写作业还能玩社团

66所所小小学学学学生生可可享享““课课后后服服务务””

最近，农行山东省齐河县支

行党委书记、行长李珺荣获“2018
年度德州市关心国防建设先进个

人”称号。他常说：“国无防不立，

民无兵不安”，国家现在这么强

大，社会发展这么好，离不开强大

的国防做后盾，做好拥军工作是

金融企业应该做的。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多年来，特别是他自担任齐河

县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以来，李
珺行长把关心、支持拥军工作作

为一种政治觉悟，作为一个金融

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各种

形式，把温情和爱心带给军营，

带给复转退军人，让部队官兵和

复转退军人感受到了一位基层

行长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浓浓情怀。

浓情服务暖人心

专门为齐河驻军部队官兵提

供一流金融服务，他组建了服务

军人团队，先后开展了“军人保障

卡进军营”、“军人公务卡进军

营”、“军人退役金卡进军营”等系

列活动，为300余名官兵办理了

农行特色的军人保障卡副卡，并

以副卡为媒介办理了个人网银、

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金融产

品，多渠道满足了官兵的金融需

求。他还组织员工开展了“浓情

拥军”军人专享产品宣传活动，受

到部队官兵的欢迎。他带领服务

军人团队为部队官兵举办专场军

人专享产品沙龙，讲解了八一金

穗卡、军人信用卡、军人专享理

财、军人专享银利多等多款军人

专享产品，收到良好的效果。共为

官兵办理军人保障卡300余张、短

信通200余个、网银150个。通过

“送”军人专享产品到军营，既践

行了农行拥军爱军、军民一家亲

的服务理念，又进一步密切了军

银关系，提升了农行社会形象。他

还组织员工为全县复转退军人办

理了全市首张八一金穗卡，截至

目前，共为全县复转退军人办理

八一金穗卡1200余张。开设“军

人服务绿色通道”，向部队官兵提

供“一站式”服务。他首先加大对

客户经理和临柜人员的服务培训

力度，确保对部队服务主动、热

情、周到，最大限度地提升军人的

满意度。其次，逐级落实服务责任

制、首问责任制，时刻注意做好日

常服务。第三，积极联系上级行有

关部门，实现农行特色金融产品

与部队金融需求的有效对接。对

部队官兵提现、结算、查询等实施

“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

等待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截至

目前，实现了办理部队业务零差

错。良好的服务得到了部队客户

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受到部队领

导的称赞。

情系国防办实事

作为县政协委员，李珺行长

积极为县国防教育基地献计献

策，热心帮助策划基地建设，经过

不懈努力，协调关系，通过省农行

联系北部战区济空基地，为教育

基地顺利引进退役飞机1架，丰富

了国防教育基地展品。为使官兵

吃上优质蔬菜和食粮，他主动聘

请全县种菜大户和种粮大户，为

联勤保障部队农场给予技术指

导。关心新兵入伍，去年9月初，为

全县160多名入伍新兵每人购买

了拉杆行李箱，在全县举行的新

兵欢送大会，李珺行长作为特约

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希望新兵朋

友做一名合格的军人，砺剑淬火，

不断为国荣立新功，受到新兵和

家长们的称赞。

关爱军人情谊深

李珺行长定期走访慰问部队

官兵。去年夏天，为北部战区驻齐

空军某部队送去了30台电扇，10
辆电动车，每年“八一”建军节，他

到部队进行走访慰问，并为官兵

送去电冰箱、毛巾、肥皂等慰问

品。并组织召开复转退军人员工

座谈会，发放纪念品，对困难员工

走访慰问。其中，为4名参加过对

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每人发放特

殊慰问金500元。并积极申请上级

行，为1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的困难“老兵”成功申请了大额困

难补助，为他解决了家庭困难。他

关心复转军人的身体健康，每年

组织复转军人到济南大医院进行

健康查体。

搭建平台展宏图

齐河县农业银行现有员工

110人，其中复转军人33人，占比

30%。近年来，李珺行长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关心关爱复转军人，

为他们积极搭建成长成才的平

台。他充分考虑到每个复转军人

的自身特长，尽量为他们分配合

适的工作岗位，并主动打破论资

排辈和以学历论“英雄”的做法，

坚持凭党性、凭能力、凭业绩用干

部，及时将一些有组织管理能力、

有经营头脑和奉献精神的复转军

人提拔到中层干部岗位。目前，全

行网点主任5人，其中4人是复转

军人出身，占比为80%；机关部室

经理8人，其中3人是复转军人出

身，占比为37 . 5%。这些复转军人

借助李行长为他们搭建的平台，

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以军人的

作风勇于拼搏，勇于担当，敬业奉

献，成为全行业务发展的顶梁柱

和骨干力量。西市场分理处主任

宋学田1990年从部队退伍到农

行，一干就是30年。他把雷厉风行

的军人作风带到单位，用饱满的

工作热情点燃岗位激情，干一行，

爱一行，精一行，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出色的业绩。自担任主任以来，

该同志团结带领网点员工奋力拼

搏，积极进取，网点综合竞争力不

断提升，各项重点业务指标走在

了全市各网点前头，成为全市网

点效能提升的标兵，被评为全市

农行“优秀共产党员”。齐河支行

先后荣获2016年山东省银行业

普惠金融示范单位、2017年山东

省分行先进集体、2017年全县服

务企业发展先进单位、2018年德

州分行业务经营综合绩效考评第

一名、2 0 1 8年德州分行先进单

位、2018年德州分行“春天行动”

对公业务先进支行、2018年度齐

河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

位”称号。

创业就业天地宽

李珺行长全力支持全县退伍

军人创业和就业。在服务“三农”

工作中，他把在生活在农村的退

伍军人作为优先服务对象，通过

政策倾斜、模式创新、流程优化，

全力支持全县农村复转军人创业

就业。近年来，累计发放农户小额

贷款近1800户、金额7800万元支

持复转军人创业就业。同时，通过

向11家企业发放涉农贷款2 . 2亿
元，先后带动安置退伍军人就业

近300人。今年以来，为带动更多

的退伍军人就业安置，积极推进

生产经营性贷款、惠农E贷、鲁担.
惠农贷、微捷贷等贷款业务，通过

采取“专业村+农户”、“龙头企业+
农户”、“基地+农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户”、“专业市场+农户”

等多种模式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为退伍

军人就业安置工作拓宽了渠道和

空间。 (宫玉河 王曙光)

拥拥军军行行长长拥拥军军情情
——— 记农行齐河县支行行长李珺

本报4月2 9日讯 (记者
刘潇 通讯员 李霞 ) 近
日，小学生课后服务的问题
广受社会关注，《关于全面推
进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
表示，截至2019年9月底前，
全省所有小学(含九年一贯
制学校小学段)课后服务全
面开展，有需求的小学生得

到全面保障。4月29日，记者
通过走访了解到，目前，德州
不少小学已开始了这方面的
探索。

28日下午5时30分许，在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博小
学，放学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
一个小时，但在康博小学一年
级二班的教室里，仍然有二十
多名学生在看书或写作业。除

了看书写作业，康博小学还在
放学后开设了十多种社团活
动，包括爵士舞、街舞、篮球、
健美操、手工、合唱等。

“目前社团开设的所有课
程，完全是本校老师自愿报名
开设的。”周华堂就是康博小
学社团的一名教师，他告诉记
者，目前，有近20名老师参加
了学校的课后服务，借助社团

活动不仅能够发挥每位老师
的特长，还能够培养学生们的
业余爱好，感觉很值。

据介绍，康博小学开设的
所有课程都是免费的，足球
社团则是由家长自愿报名，
和校外机构合作收取一定费
用。“从上学期开始，康博小
学就推出了课后服务，从16:
30到18:00，学生都可以自愿

报 名 参 加 ，到 目 前 已 经 为
260余名学生提供了这项服
务。”康博小学教导处主任李
霞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德州
中心城区已有六所小学开展
课后服务，包含康博小学、太
阳城学校、赵虎镇新华希望小
学、赵宅中心小学、麒麟小学、
陈庄小学。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刘潇
通讯员 李文强) 4月29日，记者
从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获悉，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自4月28日起，
全市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另据市行政审批管理服务局的消
息，自5月1日起，全市将按照全省
统一部署，全面实行企业名称自主
申报。

据了解，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
户许可后，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
人、非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山
东省内银行办理基本存款账户、临
时存款账户业务，由核准制改为备
案制，人民银行不再核发开户许可
证。同时，取消企业单位银行结算
账户3个工作日后才能办理付款业

务的账户生效日制度，企业银行结
算账户自开立当日即可办理收付
款业务。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在
企业带齐所有开户资料且完成开
户意愿审核等的前提下，开户银行
即可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开户
手续，银行打印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交付企业，取代原有的基本存款账
户开户许可证。

自5月1日起，全市全面实行企
业名称自主申报。涉及企业登记前
置审批事项的，由登记窗口办理名
称预留，前置审批事项完成后可直
接发起设立登记。其他企业名称
(含名称变更登记)原则上全部通
过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实行自主申

报，通过自主申报系统，进行名称
自助查询、比对、判断，自主选定并
申报企业名称。8月1日起，企业办
理登记时，既可通过名称自主申报
系统提交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也
可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拟登
记的名称，由登记机关办理。

据悉，随着商事制度改革不断
深化，新增企业快速增长，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制度政府管制过多、核
准效率低等弊端日益凸显。取消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可，提供企
业名称自主申报服务，赋予企业更
大的选择名称自主权，有助于减少
企业登记环节、提高企业登记效
率，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优
化营商环境。

德州企业再获“一次办好”改革红利

企企业业银银行行账账户户许许可可全全面面取取消消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刘潇)

4月29日，记者获悉，德州正在开展城
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及无证幼儿园
专项整治，并且出台相关文件，按照
文件要求，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城
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整改任务，并
建立起完善可行的幼儿园配建、移交、
管理机制；2019年5月底前确保完成无
证幼儿园整治任务，对在限定时间内
没有整改或经整改仍达不到基本办园
条件标准而继续办园的，按照行政执
法程序进行强制查封。

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
治具体包括，对已建成的居住区未
规划幼儿园的，县(市、区)政府(管委
会)要通过补建、改建、就近新建、置
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对正在建
设的居住区达到配建标准未规划幼
儿园的，要制定补救措施。分期建设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幼儿园应当
在首期项目中开发、建设并满足使用
条件。

德州专项整治

无证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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