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唐山建北支行
为员工进行义诊

本报讯（通讯员安树珍）工
行唐山建北支行注重“职工之

家”建设，近日特聘请中医专家

为员工进行了义诊。

中行唐山新华道支行
注重手机银行营销

本报讯（通讯员张艳超）经

过全员拼搏，中行唐山新华道支

行6月份营销手机银行6839户，

完成率110.59%；二季度新激活

4802户，完成率102.61%。

中行承德新华支行
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马利军）近

日，中行承德新华支行党支部与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机关第十

党支部部分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赴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开展

党建共建活动。

6 2019.7.12
河北经济日报

执行主编：宋再飞 电话：0311-89867373 E-mail:hbjjbdx@126.com

中行邯郸天泽园支行
开展主题客户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史俊敏）近
日，中行邯郸天泽园支行举办了

“小小银行家”主题客户活动，使

小朋友们对中国银行、对钱币、

对储蓄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辛集农行
银企对接有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华）近
日，农行辛集支行召开纳税e贷
银企对接会，邀请32家纳税优
质小微企业参会，发放纳税e贷
7户，金额164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赵海利）邮储银行唐山分行开辟“三优通

道”，创新担保模式，支持大众创新创业。截至6月底，该行

已累计投放创业担保贷款1.9万笔、金额13.87亿元，扶持创

业就业人员近2万人次。为让政府的惠民政策尽快落地，把

好事办好，该行连续三年举办创富大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并开辟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优先提款的“三优通

道”，提高了放款效率。

本报讯（通讯员邱洁 许飞
李建平）2009年4月，国务院决

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

莞先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试点。10年间，中行河北省

分行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跨

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成为跨境金

融服务的领军舰。

2011年 8月，我省首开跨

境人民币业务。该行集中优势

资源，为业务首发做好储备。当

年8月23日，该行辖内10家分

行及省分行本部均成功叙做了

当地第一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实现了我省跨境人民币首日

开门红。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中国

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的必经

之路。为此，该行全力推进跨境

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拓展。他们

一方面密集组织培训，理顺业务

办理流程；另一方面对进出口企

业广泛宣讲，不断创新产品组

合，为企业争取无风险收益或低

成本融资。截至去年末，该行已

为全省近9000家企业提供了跨

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其中，99%

为中小企业。

充分利用海内外两个市场

和本外币两种资源，不断提升

跨境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截至目前，该行先后与22家海

外联行就五大类产品建立矩阵

式合作关系，签署了114份业

务合作协议。依托中国银行在

全球 57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点

覆盖以及高效完备的资金清算

网络，使得企业的跨境人民币

交易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降

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有效提

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

争力。

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的不

断优化，更为中行跨境业务的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8

年来，该行跨境人民币业务量从

14亿元增加到156亿元。今年

第一季度，该行跨境人民币业务

量已达47亿元。近年来，该行

通过跨境撮合模式已促成我省

企业与国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96项，累计为150余家企业提

供贷款近50亿元，帮助河北企

业“走出去”，也为众多外海企业

圆了“中国梦”。

清河工行
私银客户增量居首

本报讯（通讯员韩玉华 赵
彦国）工行清河支行将营销私人

银行客户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截至6月底，该行私人银行

客户24户，位居全辖之首。

顺平工行储蓄存款
同业增量居首位

本报讯（通讯员孙可人 张
梦洁）工行顺平支行储蓄存款增

量同业占比取得新突破。截至

目 前 ，该 行 此 项 占 比 达 到

55.99%，在当地同业中居首。

本报讯（通讯员白亮）近日，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沧州

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该行将把沧州作为战

略合作和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未来3年，为沧州重点建设

项目提供不低于200亿元的意向性融资支持，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城镇化建设、创新科

技、绿色金融、电子政务、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农村金融等

领域的发展建设。

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
与沧州市政府战略合作

①近日，邯郸农行开展

了“庆七一、守初心、担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分行机

关98名党员代表重温了入

党誓词。 荣红超 摄
②近日，衡水农商行党

委组织开展了“走进塞罕

坝，学习塞罕坝精神”主题

教育活动。 张雨辰 摄
③近日，工行安平支行

与安平县财政局、扶贫贷款

企业一起，到后铺村走访慰

问贫困户，与村两委共商扶

贫大计。 苏贺朝 摄

近日，石家庄农行参加了由石家庄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市工信局举办的2019年民营企业暨规上企业

发展银企对接会。图为该行有关人员与企业负责人互

动交流。 薛建华 摄

邢台银保监分局督导银行业扫黑除恶衡水村镇银行
发展稳健

本报讯（通讯员孔菲 刘晓
一）以村镇银行合作联盟为平

台，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为宗

旨，衡水辖内村镇银行稳健发

展。目前，该市村镇银行已实现

县域全覆盖。10家村镇银行全

部加入合作联盟，已成功举办3

次圆桌会议。

邮储银行唐山市分行
支持创新创业

本报讯（通讯员王济华 张
卫民）近日，邢台银保监分局就

金融领域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再

部署，指导银行业机构将“扫黑

除恶”融入案防合规工作，营造

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该局一是要求银行业机构

全面落实贷款“三查”及相关风

险管理要求，跟踪监测资金流

向和用途，确保资金使用符合

约定的合法用途，防止信贷资

金进入黑恶集团或人员手中。

二是督导加大员工日常行为排

查和涉黑涉恶情况筛查及管理

力度，畅通举报渠道。三是督

促银行和保险营业网点通过微

信、设置咨询台等途径，对群众

进行宣传教育和警示，增强广

大群众提防黑恶势力的安全意

识。四是引导银行业机构做好

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工作，协助

公安等相关部门及时查询、冻

结黑恶势力资金账户。五是督

促国有大型银行加强政银信息

联动，进一步完善反诈骗中心

快速查控机制，配合侦办工作，

按旬报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

展情况。并聚焦各类违规融资

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现

场检查和督导调研，督促银行

业机构及时完善风险管理机

制，堵塞内控合规漏洞。

张家口中行
组织安保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苏剑锋）近
日，中行张家口分行举办安保管

理工作培训班，邀请张家口市消

防支队、张家口市社安防火宣传

中心的专家进行授课。

本报讯（通讯员张卫民 谢婷）近日，建行邢台分行与邢
台市农业农村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乡村振兴
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实施、产业扶贫和金融扶贫融合发展、
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近年来，该行将金融资源优先
配置到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运用“农业大数据+
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三农”。截至6月末，该行发
放涉农贷款余额达91.05亿元。

邢台建行
服务“三农”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王禹涵）近期，农行胜芳支行综合治理拒

收人民币行为，要求营业网点足额备付各券别小面额纸硬

币，向代发工资户持卡人、借记卡持卡人等客户发送制式短

信37953条，发放宣传折页1600张。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范

围，该行主动对接有收费窗口的行政事业单位、超市、餐饮、

农贸市场、大型商场、停车场等场所，发放海报268份，并在

收银台的显著位置进行了张贴。

农行胜芳支行
治理拒收人民币行为保定工行储蓄存款业务领跑同业

本报讯（通讯员马震 任玉
雪）丰宁农商银行顺应时代发

展，在技术、产品、服务、推广等

方面不断创新，为客户打造全

方位电子银行服务，抢占了市

场，赢得了广泛赞誉。

聚合支付业务上线后，该

行迅速开展宣传，组织员工开

展扫街营销，携带设备，上门为

企业、商户办理聚合支付二维

码牌上万张，手把手教授商户

使用方法，迅速抢占了市场。

为满足企业客户需求，提

高客户体验，该行对企业网银

进行优化升级，并将账务处理

改为双人版复核，确保企业资

金往来安全。针对部分小微企

业没有专业的账务会计、网银

使用不熟练的情况，该行建立

企业网银微信答疑群，安排业

务骨干随时解答客户疑问，及

时发布升级维护提醒，极大方

便了企业用户。同时，在企业

开通网银后，他们及时开展跟

踪回访，确保客户正常使用。

前不久，该行与银企通服

务平台顺利对接，实现了对公

账户手机客户端对账，交易回

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

企业法人及财务主管的邮箱，

彻底解决了以往对公账户对账

排队等候、往来银行的问题。

丰宁农商银行创新服务拓市场

截至去年末，中行河北省分行已为全省近9000家企业提供相关结算服务

近日，工行衡水河东支行开展了“公司存款客户走

访”活动，对7户小微企业进行了调研走访，为深化银企

合作打下了基础。 张曼 摄

本报讯（通讯员韩旭）日前，中信银行正定支行举办“茶

话会”，以茶会友的同时，向到场的客户详细讲解了税改对每

个人的影响，以及家庭与企业资产的有效隔离等方面的知

识。许多客户也提出了自己关注的问题，现场互动热烈。该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家有温度的银行，中信银行将会

围绕客户需求，持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的客

户感受到中信银行专业、周到的服务。

中信银行正定支行
以茶为媒服务客户

本报讯（通讯员孙可人）今
年上半年，工行保定分行储蓄

存款业务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

头。截至6月末，该行储蓄存款

余额达614.56亿元，以42.97亿

元增量勇夺当地同业首位。

该行将储蓄存款业务作为

一把手工程，制定了存款业务

竞争力评价实施方案，引入对

支行管理者的奖励和问责机

制，按月考核，按季问责。他们

通过召开现场会、视频会和到

支行现场调研督导等方式，每

周布置储蓄存款工作，每天通

过邮件、融e联、微信等多种渠

道发布个人理财产品、存款创

新产品宣传资料及在售产品信

息，指导帮助支行、网点解决揽

存中存在的问题。

该行“厅堂+外拓”两手抓，

厅堂组织微沙龙，为客户介绍

各类金融产品，柜面人人了解

存款产品，为客户提供适合的

理财方案；外拓团队进市场、进

社区、进企业、进村庄，以特色

优势产品为抓手，加大宣传力

度，加强产品稳客吸客力度，持

续提升基础存款增量。截至6

月末，个人结构性存款余额达

17.01亿元，促进储蓄存款增长

6.06亿元。

进入二季度以来，该行面

对激烈的竞争形势，始终坚持

追赶和超越同业、争取同业领

先地位的目标，全行上下众志

成城，斗志昂扬。临近季末，全

行员工主动放弃休息，全部上

岗，所有网点全部照常营业，用

优质的产品、贴心的服务、敬业

的态度，赢得了客户。

工行邯郸中华支行个贷业务健康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李晓）工行

邯郸中华支行个贷业务实现超

常发展。截至6月末，该行个贷

余额 21.4 亿元，较年初增加

6.24亿元，同期比增加5.45亿

元，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量是去年

全年增长额的2倍多，在全市工

行系统排名第一。

选好房地产开发商。该行

行长亲自带队，主动出击搞好市

场调研，大力营销优质大型房地

产开发公司，先后与恒大地产、

华夏幸福、美的置业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

营销个人购房客户。该行

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建立了

有效的客户营销机制，双方共同

做好人员配备与业务培训，对营

销宣传工作进行精心策划。

搞好现场服务。该行根椐

每个楼盘售房情况，组建优秀团

队，深入楼盘现场搞好服务。员

工们团结协作，挑灯夜战，为购

房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进行贷

前调查与贷款合同面签，最大限

度缩短客户等候时间，争取了较

多的客户资源。

防范信贷风险。该行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房地产业的政策

和信贷投放制度，认真做好贷

前调查，落实开发商担保与房

产抵押，严格流程，跟踪信贷资

金去向，防止贷款挪用，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按时收回到期贷

款。截至6月末，该行个贷业务

不良率仅为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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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民币业务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