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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ee抵抵快快贷贷为为小小微微送送““及及时时雨雨””

近日，德州中行全面推进
“行业规范建设年”活动，旨
在筑牢规范发展的根基，进
一步提高合规管理水平，适
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本次活动涉及范围广，从
多个维度有序推进，以“立规
矩、订规章、明规则、树规范”
为目标，传导和巩固至基层，
加强各项任务落实，提升综合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一是召开“行业规范建
设年”推进会。以进一步强化
全行员工风险防控意识和依
法合规意识，提高全辖内控
管理和案件防范水平，促进
该行业务回归本源、健康规
范发展。

二是开展“行业规范建设
年”合规讲座。该行行长亲自
挂帅开展讲座，结合合规及
监管要求，从监管高压态势
及该行严峻案防形势出发，

教育引导员工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引导该行各级机
构以案为鉴、以案代训、以案
促改，引导各项工作“不越监
管底线、不踩规章红线、不碰
违法违规高压线”。

三是组织全行员工收看
警示教育专题片。该行组织
全行员工统一观看警示教育
专题片，以切实提升员工合
规水平，夯实合规基础。用身
边的人当“活教材”，身边的
事当“警世钟”，让全行员工
了解案件防控工作“重点在
哪”；知道风险“发生在哪”；
明白制度“标准在哪”；懂得
风险“体现在哪”，成功营造
从严治行的宣传警示氛围，
使员工做到心有所畏、言有
所戒、行有所止，实现员工教
育常规化、持续化，提升员工
内控案防能力。

四是广泛征集合规文化

信条。为烘托合规文化氛围，
该行向全行员工征集合规文
化信条56条，通过对合规文
化信条及其内涵进行阐述，
让广大干部、员工深刻理解
合规创造价值等合规理念，
在各自工作领域自觉践行合
规工作要求。

五是开展学案例征文比
赛。该行组织全员通过案例
学习，结合前期案件警示教
育专题片的观看以及自身岗
位规范要求，撰写学习心得
体会，让案件学习与警示教
育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的开展，德州中
行在保持传统规范的基础
上，结合新时期经济金融特
点和转型发展要求，弘扬合
规文化理念，强化制度执行
力，做好与金融监管要求的
无缝对接，有效促进该行业务
健康稳定发展。 （李琨）

德州农商银行坚持贯彻
省联社党委“123456”总体工
作思路，明确坚守服务“三
农”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经营
宗旨，坚持面向“三农”、面向
小微企业、面向社区家庭的
市场定位，助推民营企业健
康稳定发展。截至目前，该行
支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
55 . 46亿元，较年初增加1 . 6亿
元，民营企业贷款占全行贷款
余额64 . 25%。

创新产品，为企业雪中送炭

“多亏了农商银行为我们
解决资金难题，企业顺利引进
意大利全自动PU鞋底成型
机、台湾橡胶鞋底全自动拉模
机。”德州鑫华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李总经理说。

德州农商银行持续调整
信贷结构，增强渠道服务功
能，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
核心作用，为有发展潜力、发
展远景的企业雪中送炭。围
绕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优选“高、精、尖”产业，针
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思路
和融资需求，积极创新信贷
产品和服务方式，全面推出了
无缝隙优质服务、不抽回资金
承诺服务、续贷提前批等拳头
产品品牌，节约了企业融资成
本，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信
贷金融服务。

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多亏德州农商银行鼎力
相助，在我们最需要资金时，

信贷人员主动走进企业，为我
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山东
德隆博德尔环保装备发展有
限公司李总经理高兴地说。

对那些发展前景好，节能
环保、低碳经济、科技发展的
企业，德州农商银行以创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推动新兴产业
加速崛起、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该行量身定制帮扶政策，
安排专职客户经理对企业贷
款进行管理，定期对企业的
经营管理、发展规划及贷款
使用等情况进行调查，精准
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为企业
提供“定制化”信贷服务和信
贷资金支持，实行利率优惠，
降低融资成本。

同时，德州农商银行深入
推广“家庭银行”商业模式，推

介“智e购”金融平台，“线上+
线下”并行，推行阳光办贷、承
诺服务、上门服务等，为企业
提供包括电子银行、支付结
算、电商平台等“一揽子”金融
服务，实现了企业资金结算、
融资的高效与快捷。

优化服务，提升企业办贷体验

德州农商银行结合民营
企业贷款“短频快”特点，大力
发展500万元以下零售贷款业
务，设立了民营企业贷款专
柜，并配备了专职客户经理，
开展“便捷获得信贷专项活
动”，制定《提升信贷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不断优
化、简化审查审批流程，提高
办贷效率，合理控制并降低民
营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民营

企业、小微企业信贷资金扶
持。推行“阳光办贷”“承诺服
务”“上门服务”，定期上门对
优质客户进行走访，宣传信贷
政策，满足企业的信贷需求。

针对民营企业集中的沿
街商铺、专业市场及产业园
区，该行分别确定了对接走访
方式，分类施策，实行全覆盖
营销。全面掌握沿街商铺客户
基本信息，逐户走访推介产品
服务，侧重支持经营效益好、
诚实守信的客户，优先支持符
合产业政策、有市场竞争力、
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同
时，积极推动信贷服务与“互
联网+”融合，运用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移动终端等渠道，
实现了民营企业资金结算、融
资的高效便捷。 （孙海敏）

德德州州农农商商银银行行打打造造民民营营企企业业““伙伙伴伴银银行行””

工行山东省德州分行
深入把脉当地民营及小微
企业发展现状，坚守小额
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方
向，充分利用上级行大数
据优势，重点拓展e抵快贷
等网络融资业务，截至5月
末，已先后为120户小微企
业办理e抵快贷近7000万
元，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
发展。

据了解，e抵快贷业
务，是工商银行推出的针
对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
普惠线上捷贷产品，主要
以客户个人住宅房产作抵
押，为小微企业与小微企
业主提供的小额捷贷产
品，仅用于生产经营合理
的资金周转。只要小微企
业主拥有工行大数据筛选
的优质楼盘的房产，有企
业营业执照或个体工商户
经营执照，有稳定的收入
来源，就可以在工行手机
银行上申请贷款。以抵押
方式办理，线上操作，额度
循环，随借随还是该产品
的主要特点，目前e抵快贷

一年期基准利率4 . 35%，
贷款额度最高可达500万
元，额度循环期限最长可
达10年。

为切实做好e抵快贷
业务推广，最大限度的将
这一“金融活水”惠及广大
小微企业，工行德州分行
一方面强化宣传，通过当
地电视台、电台、报刊、网
站、手机端以及银行LED
屏、内部宣传屏展开立体
化宣传，着力提升广大小
微企业对产品的认知度。
同时分支行成立服务小分
队走访客户，宣讲产品，从
中筛选优质客户，进行重
点营销推介，全面提升产
品影响力。

为最大限度的提高效
率，提升客户体验在缜密
把控风险的前提下，该行
不断优化线下流程，加强
客户沟通，积极配合客户
进行现场调查、签字、房产
抵押等环节，最大限度压
缩客户等待提款时间，做
到“一次办好”，努力打造
服务品牌。 （宋开峰）

德州中行多措并举推进“行业规范建设年”活动

建行夏津支行走进县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宣传教育活动

为提高低净值人群金融
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6月25
日上午，建行德州夏津支行联
合当地人民银行、公安局走进
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
子’”宣传教育活动。

按照活动安排，夏津县公
安局反欺诈中心通告了当前
严峻形势，介绍了常见的电信
诈骗手法，提醒广大师生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建行夏津支行
工作人员结合生动案例，开展

“保护个人金融信息、拒绝电
信金融诈骗”为主题的金融知
识宣传，深入浅出介绍假币识
别和反假知识，鼓励师生们了
解金融知识并向学校学生赠

送学习用品。在场的近百名师
生听得津津有味，踊跃举手回

答问题，现场气氛活跃，宣传
效果突出。 (马红霞)

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一直是社会广
泛关注的热点。近日，德州
中行成功为辖内某企业开
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业
务1 9 0万元，为支持该企
业对农民工工资的及时发
放给予了重要支持，解决
了企业资金周转缓慢的大
难题，为广大农民工的工
资发放提供了保障支持，
该笔保函的开立也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

通过开具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函，一方面减轻
了企业在报建时缴存保
证金的压力，提高了企业

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率。
更重要的是，当施工单位
未如期、足额支付农民工
工资时，当地住建局 (受
益人)有权凭保函向该行
(担保人)提出索赔，为保
证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有力
保障。

德州中行保函业务类
型的新突破，展现了中国
银行心系社会、情牵民众
的社会责任，德州中行也
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
深专业领域的创新，为更
多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
保障和金融支持。

（张倩 李琨）

德州中行

保函服务为农民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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