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行邯郸高开区支行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王骏宇）近

日，中行邯郸市高开区支行开展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帮助交警维

持交通秩序，倡导文明出行。

清苑工行
优化金融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张梦洁 仝
鹏飞）近日，工行清苑支行召开

服务工作分析会，推动落实“支

行行长坐堂制”、网点环境治理

常态化，以服务促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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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工行
开展案件防范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韩丙华）近
日，工行迁安支行在线上举办案

件防范培训，以“讲好合规课、组

织大讨论、做实合规教育、强化专

项治理”，强化制度执行。

本报讯（通讯员韩旭）为切

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

融需求，提升广大消费者金融

风险防范能力，持续推动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近日，中信银

行张家口分行组织开展了“信

守温度 金融知识进万家”主题

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行员工统一着

中信银行标识服装，通过发放

《防骗攻略——反电信诈骗网

络宣传》《第五套人民币宣传手

册》等各类宣传折页，对过往群

众讲解包括防范非法集资、防

范非法放贷、银行卡支付安全、

网络支付安全、假币识别等金

融知识。本次活动共计吸引近

800余人次前来咨询，发放宣传

折页800余份，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增强了广大群众基

本的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受到

了山城百姓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坚持

开展有针对性、有特色的宣传

教育活动，积极践行社会公共

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承德中行反洗钱
分类评级获最高级

本报讯（通讯员孙东海）近

年来，中行承德分行积极推动反

洗钱工作有效开展。近日，该行

被人行承德市中心支行评为反

洗钱分类评级最高级BBB。

宣化工行走访贫困村

本报讯（通讯员徐辉 宋君）
近日，工行宣化支行一行来到崞

村镇里口泉村，为贫困村民和驻

村干部送去米、面、油、肉等生活

用品。他们进一步了解村民的

实际困难，要求驻村工作队进一

步做好扶贫工作。

承德市郊区联社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迟楠 施亚
楠）近日，承德市郊区联社志愿

者服务队来到中泰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他们清扫小区垃

圾，擦拭宣传橱窗，铲除小广告

等，并宣传普及防疫知识。

工行邢台冶金支行
基金销售全辖居首

本报讯（通讯员王丽）工行

邢台冶金支行改变销售模式，集

中力量做线上营销，一季度销售

重点新发基金累计791万元，网

均158万元，均居全辖首位。

衡水工行六名员工
获“冀青之星”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刘晗芮）近
日，共青团河北省委和省“双创

双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

开展了2019年“服务三深化、助

力三提升”新时代万名“冀青之

星”选树活动。工行衡水分行杨

立宪等6名员工榜上有名。

建行邯郸丛台支行积极开展“党建带领团建，团建

助力党建”活动，依托“劳动者港湾”，走上街头，向交警、

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赠送防护口罩，为最美

劳动者送上谢意和敬意。 班晶晶 摄

近日，石家庄农行参加了石家庄市2020年政银企

（民营企业）对接会，推介纳税e贷、抵押e贷、项目专项

贷款等产品，对接企业7户。 薛建华 牟崇玮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房）受疫情影响，张家口地区部分农产

品出现滞销。建行张家口分行发挥善融商城电商平台优势，

积极做好产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多渠道解决农产品

销售难问题。截至3月底，该行通过善融商城牵线助力，已帮

助蔚县销售胡麻油78510件，累计交易额超过690万元。

同时，该行还在信贷支持、产业培育、融资便利等方面向

贫困地区倾斜资源。胡经理在蔚县经营一家加工企业，主要

生产销售小米、亚麻籽油、蘑菇酱、糊糊面等当地特色农产

品。3月初，该企业逐渐复工复产，但因为疫情期间交通管

制，产品销售受到较大影响，收购农产品的资金也没着落，而

厂房租金、工人工资也需要支付。建行蔚县支行了解情况

后，立即成立专项服务团队，快速申请开通绿色通道，在线上

申报了“云义贷”，第一时间批复了300万元。疫情期间，该

行还精选赤城县龙城富鑫植物油有限公司等8家善融扶贫企

业参加“线上购物本地送”活动，并以“龙支付满30减10元”

形式给予客户消费补贴。截至3月底，该行通过善融个人商

城电商平台，帮助扶贫企业实现销售收入771万元。

张家口建行
帮助扶贫企业渡难关

本报讯（通讯员李培肖）近日，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与秦

皇岛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2010年设立秦皇岛分行

以来，该行始终紧扣区域经济发展脉搏，积极寻找银政共建、

银企共赢的业务合作切入点，以特色化、差异化、综合化的金

融服务模式，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旅游业等重点领域

项目建设方面进行深入合作。未来3年，该行将向秦皇岛市

提供不低于人民币200亿元的意向性融资支持。

工行保定三丰支行
外拓农大科技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张梦洁 仝
鹏飞）近日，工行保定三丰先锋

支行到农大科技市场开展宣传

活动，走访商户近40余家，推荐

“码上存”、幸福分期等业务。

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与
秦皇岛市政府进行战略合作

中信银行张家口分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疫情发生以来，

平乡农行成立金融

服务团队，主动上门

调研当地童车玩具

生产企业，灵活采用

“税 e 贷”“抵押 e 贷”

“纳税e贷”“微捷贷”

等线上贷款产品，并

创新推出了“自行车

产业合作贷”，及时

解决企业复工复产

融资难题，大力推动

特色产业发展。今

年以来，该行已为14

家特色企业投放贷

款1103万元。

郑尹程 高洪水 摄

本报讯（通讯员刘晖 赵云
莉）工行邯郸分行在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不断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

率，保障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携手渡难关。

扎实推进“工银普惠行”主

题宣传活动，强化线上产品宣

传和业务支持。该行制作重点

产品营销二维码、H5、长图文

等，广泛转发推广；结合银保监

局“百行进万企”系列活动，统

筹进行客户电话寻访和营销，

多渠道了解客户复工复产计划

和融资需求，深入抗疫重点企

业进行调研。

持续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

度，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一季

度，该行加大“经营快贷”“e抵

快贷”等网络融资产品投放，为

小微企业解决燃眉之急，累计

为500余户小微企业（含小微

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发放普

惠贷款3.8亿元。

开辟信贷绿色通道，助力

防疫重点企业。为做好涉及疫

情防控和相关小微企业、特别

是“五医领域”小微企业信贷支

持工作，该行用好“抗疫贷”专

属产品及“医保贷”特色方案，

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

原则，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业务

办理流程，随到随审随批，给予

优惠利率。截至一季度末，该

行为12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累计提供授信4060万元，“医

保贷”累计授信近1000万元。

做好受困小微企业的接续

金融服务。对于因疫情受困的

小微企业和小微企业主，该行

及时梳理即将到期的贷款，在

把控实质风险的前提下，综合

运用续贷、展期、调整还款计划

等方法，切实满足复工企业对

资金的连续使用需求，解决因

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的还款问

题，给予困境中的小微企业和

小微企业主有力的信贷支援。

邯郸工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本报讯（通讯员尹艺默）农行保定分行加快业务转型创

新，近日成功为某医院上线“床旁结算”服务工作站。据悉，

“床旁结算”业务是该行针对传统就医手续复杂的现状，与第

三方公司合作推出的医疗机构移动结算新模式。病人出院

时，医院直接将结算车推到病床旁，病患自主选择现金、医保

卡、银行卡等支付方式，结算员“床旁”答疑解惑，只需15分

钟即可完成出院手续的办理，有效简化了医院结算流程，改

善了患者就医体验，推进金融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

保定农行上线
“床旁结算”服务工作站

本报讯（通讯员李凤文 宁
博）承德银保监分局积极引导

法人银行机构践行社会责任，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一季

度末，全市法人银行机构为疫

情防控工作捐款捐物合计金额

317.69万元，为复工复产企业

发放贷款金额50.15亿元。

积极发放贷款，帮扶小微

企业渡难关。该局及时传导监

管政策，引导法人银行业通过

贷款展期、续贷、延迟还本付

息、减费让利等方式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发展前景良好的小微企业，不

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目前，

该市法人银行业对困难企业

42.82亿元贷款实施延迟还本

付息，累计减费让利1984.8万

元，为复工复产企业发放贷款

50.15亿元。

开辟绿色通道，提升金融

服务效率。承德银行开通疫情

防控业务绿色通道，提升防疫

资金划拨、支付、捐赠等服务效

率。全市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按

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

则，主动与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小微企业对接，满足疫情防控

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自疫情发

生以来，全辖法人银行业为卫

生医疗、重要物资生产、物流运

输等疫情防控企业累计发放贷

款6610万元，围绕疫情防控推

出金融产品6个。

大力推广线上业务，开展

“非接触式”服务。该市银行

业机构积极推广手机银行、微

信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业

务，并发挥自助机具作用，通

过开办“非接触式”渠道业务，

既有效满足了疫情防控需要，

又充分保障了金融服务正常

开展。

承德法人银行机构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孙超 王海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各地医护人员不惧个人生命安危，义无反顾、日夜奋战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这个特殊时期，农行承德分行积极

贡献自身力量，为医护人员送去关怀及温暖。近日，该行在

前期已向湖北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保险保障的基础

上，再次向疫情防控第一线医护人员客户赠送专属保险保

障服务，分别为承德市中心医院、承德县医院、承德县中医

院、滦平县医院等医疗机构的329名医护人员投保78960

元，向一线医护人员赠送新冠肺炎专属保险，每人最高保险

金额100万元。

承德农行
向医护人员赠送专属保险

本报讯（通讯员陈亮博）邢
台银行、保险业机构统筹系统

资金、人员、技术力量，大力支

持疫情防控，全力为企业排忧

解困。

主动对接疫情防控企业。

该市银行业机构主动对接防

疫抗“疫”“菜篮子”“米袋子”

等重点企业，及时提供信贷支

持，有效解决企业在扩大生

产、原材料采购等方面的资金

困难。截至3月末，全市银行

业累计对接疫情防控相关企

业 278 家次，提供信贷支持

1836笔、24.80亿元。

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该市银行业机构采取电话、微

信、视频等方式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对标企业需求提供

最适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

“保生产、保订单、保工资、保

物流”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截至3月末，全市银

行业机构累计对接企业 4214

家次，提供信贷资金支持7844

笔、152.41 亿元。该市保险机

构推出复工复产相关保险产

品，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

航。如燕赵财险针对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推出了“复工

保”产品，不仅为日常经营中

的财产风险提供保障，还为因

员工感染新冠肺炎而被行政

机关要求停业造成损失提供

风险保障。截至3月末，全市

保险机构共计推出相关产品

35个，销售97.63万件，提供风

险保障近千亿元。

关注公共领域重点项目建

设。在支持抗“疫”复工的同

时，该市银行业机构积极关注

热力供应、污水处理、垃圾发

电及智慧城市建设等重点项

目开工情况，及时提供信贷支

持，保障工程进度不被耽搁。

如交行邢台分行为邢台顺驿

停车服务有限公司邢台市停

车场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5050

万元。工行、农行、建行、邮储

银行拟向包括河北柏乡槐阳

50兆瓦风电项目、七里河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威

县生活垃圾发电项目在内的5

个重点公共项目提供信贷支

持共计10.9亿元。

邢台银行保险业

对接企业需求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通讯员江晓晓）工
行邢台分行高效做好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各项金融服务工

作。截至目前，该行为28家抗

疫小微企业授信1.29亿元，已

提款8112.1万元。授信户数、

授信额度、贷款余额均居全省

系统首位。

疫情发生后，该行及时成

立工作“专班”，相关人员全部

提前到岗，加班加点对全市抗

疫行业重点企业进行全面排

摸，逐户对接客户需求，逐日汇

总报告工作进度，并建立业务

申报绿色通道，为客户提供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的

“三优”服务。

为加快贷款投放，该行加

大“抗疫贷”等线上融资产品的

推广力度，主动对接疫情防控

物资生产企业融资需求，为当

地纳入全国名单的7家小微企

业全部开立对公账户，为4户有

融资需求的企业授信4000万

元，贷款投放2280万元。

为深化综合服务，该行为

纳入“抗疫贷”名单的小微企业

配备了客户经理，建立了涵盖

分支行业务骨干及助企客户经

理“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业务交

流群”，及时沟通，共同研究支

持企业发展的工作措施。

邢台工行向小微企业授信逾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