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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邢台银

行邯郸武安支行举办“劳

动者驿站”揭牌仪式。武

安市此次共设立“劳动者

驿站”67 个，是以窗口单位

营业厅为基础，利用营业厅

现有可利用的服务资源，适

当增加相应生活服务设施，

积极主动为广大环卫工人、

快递员、市政管护人员、交

通养护工、园林绿化工、交

警等提供免费服务。

武安支行作为揭牌仪

式的 3 家企业之一，充分

体现了武安市委、市政府

对于该行“劳动者驿站”建

设的认可，也是对该行在

服务地方经济、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等方面工作的高

度肯定。 王复强 摄

截至六月末，邢台银行总资

产达1116.6亿元，较年初新增

99.4亿元；存款余额957.7亿元，

较年初新增107.4亿元；贷款余

额628.1亿元，较年初新增53亿

元，累计放款159亿元；上缴各类

税金3.78亿元，同比多增1.67亿

元。同时，成功发行二级资本债

券4亿元，填补了该行资本债券

发行的空白，有效提升了该行资

本充足率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

的实力。

提高政治站位，全力稳就业

保市场主体。今年以来，邢台银

行强化党建引领金融发展，克服

疫情带来的影响，紧紧围绕全市

重点工作要求，积极落实“两会”

精神，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专门拿出了20—

30亿元信贷资金，为疫情防控、

医疗卫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疫情期间，推

出“十项金融服务举措”，全力

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

撑作用。倡导“帮企业就是帮

银行自己”的理念，在疫情防控

期间，打出“走企助企帮企”组

合拳，开展“访千企走万户”活动，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达产达效。

截至目前，该行已走访客户近

4000余户，其中157户企业提出

新增贷款需求，目前已审批66户

金额27亿元，正在办理中91户

金额31亿元。

发挥地方银行优势，创新

金融服务举措。按照邢台市

“亩均论英雄”要求，该行研发

了“亩均贷”“绿能贷”等信贷产

品，加大对亩均纳税高、市场前

景好、科创环保型企业支持力

度，截至6月末，该行支持优质

企业和省市重点项目25个，贷

款余额36亿元。为助力企业战

胜疫情影响，早日复工复产，及

时研发了“祥牛·抗疫贷”“冀南

云贷·战疫助力贷”“绿色成长

贷”“园区置业贷”等十款信贷

产品，发挥“冀南微贷”拳头产

品作用，纾解有市场前景的中

小微企业流动性困难。截至6

月末，该行中小微贷款余额

410.7 亿 元 ，占 全 部 贷 款 的

65.4%，上半年新增21.6亿元，

占新增贷款的40.8%。

切实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邢台银

行积极履行地方银行责任，加

大保市场主体力度，一方面切

实为中小微企业减费降率，对

企业办理贷款相关费用应免尽

免，主动为企业提供免费咨询、

指导等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通

过开展异业联盟“线上内购会”

为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提供

非金融方面的服务，受到了包括

河北凤归巢生态农业等众多中

小微企业客户的一致好评。该

行第一时间启动了“央行支小再

贷款”业务，仅上半年就发放信

贷资金2.6亿元，余额16.6亿元，

平均利率4.45%，累计支持218

户小微企业，真正为中小微企

业降低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了

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该行小

企业信贷中心针对小微客户和

个体工商户，采取下调放款平

均利率10%优惠，这一政策惠

及近6000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预计全年为各类企业减免

利息5000余万元。 （赵相兴）

为宣传普及征信知识，

营造良好信用环境，人民银

行廊坊市中心支行组织辖

内28家金融机构，举办了

以“扬诚信帆·筑幸福梦”为

主题的大型征信宣传特别

节目。邢台银行廊坊分行

的歌舞节目《诚信阳光》是

唯一一家入选汇演的域外

城商行，歌曲、歌词及舞蹈

动作均由该行员工自编、自

导，节目生动、活泼，紧扣主

题，使人眼前一亮，受到与会

观众的高度好评。（田景瑜）

邢台银行廊坊分行
参加征信活动汇演

近日，邢台银行员工成功化解了一场

“即将完成”的金融骗局，帮助客户避免了

8万余元的财产损失。

6月30日一早，市民时女士来到邢台

银行汇通支行，送上写有“情系客户慧眼

识骗局，尽职尽责维护公民利益”的锦旗

及感谢信，并再一次表达了对该支行员工

的真诚谢意。

事情要追溯到6月 23日中午，时女

士神色匆匆地走进邢台银行汇通支行营

业大厅，边走边打电话，并拿出四张存单

要求柜员为其办理取款销户业务。

该支行轮值大堂经理冯天强察觉该

客户与通话人员似乎并不熟悉，便及时上

前询问情况，经办柜员也刻意放缓了办理

业务的速度。

经初步了解，该客户近期曾丢失了身

份证件，本次接到声称是“江西某地公安

局”的电话，声称要调查一笔刑事案件，要

求她如实“报告”名下资产，并将 8.2万元

的定期存款支取后存入指定银行卡。

冯天强知悉情况后基本断定时女士

遇到了电信诈骗，随即联系该行风险主管

和管户客户经理王蒙迅速到岗，停止继续

为时女士办理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业务。

他们为时女士端上热水和点心，缓解

其紧张情绪，并通过其电话，从专业角度

轻易就拆穿了这场“精心准备”的骗局，电

话那端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邢台银行工作人员耐心向时女士解

释了电话骗局的诸多漏洞，并提醒她要注

意保护个人隐私，不要轻信陌生人通过电

话、网络的转账要求，遇事可通过正规渠

道进行求证。该支行工作人员还主动与

总行业务部门联系沟通，撤销了已经办理

的提前定期销户业务。时女士临走时向

该支行员工深深鞠躬，用朴实的话语连声

致谢。 （章晓清 王皎洁）

邢银员工巧识电信诈骗
客户避免8万余元损失

邢台银行保定分行
开展员工技能考试

为提升员工专业技能

水平，营造“比、学、赶、帮、

超”的工作氛围，近日，邢台

银行保定分行组织开展二

季度会计类业务技能考试，

包括手工点钞、汉字录入、

数字小键盘、前台理论等，

辖属支行会计条线全体员

工参加了考试。此次业务

技能考试单项成绩较一季

度有了明显提高，也激发了

员工提升业务技能的热情，

为今后的业务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施秀婷）

邢台银行超额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

效和客户满意度，用优质高

效的服务推进各项工作开

展，近日，邢台银行衡水分

行营业部开展“服务之星”

评比活动。本次评比活动

采用监控抽查及员工逐项

打分方式进行，最终评选出

两名月度服务明星。

下一步工作中，衡水分

行营业部将进一步改善厅

堂环境，坚持“五星级服务”

理念，定期开展文明服务大

评比活动，增强员工的服务

意识和敬业精神，使整体工

作进一步提升。 （李丹）

近日，邢台银行邢台县支行金融服务

小组到企业开展“走助帮”活动，正好遇到

该企业法人脚被玻璃划伤，血流不止。看

到此情况，该行负责人及时为客户进行了

简单包扎，其他工作人员在附近支行借了

一辆轮椅，第一时间把客户送到医院，帮助

挂号就医，使客户及时得到了医治。客户

家属赶到后，对邢台县支行两位员工的热

心帮助表示了感谢。 （李瑶）

积分制管理在我行实

施以来，全方位调动了员

工的积极性，最大化地开

发员工的潜能，教我们如

何做人做事，提高自身的

思想觉悟，使我们形成了

多个好习惯，坏的习惯在

无形中去除，我个人的成

长也非常快速。

积 分 制 调 动 了 工 作

积极性。在积分制管理

作用下，在积分奖励和扣

分提醒结合下，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好的习惯，使工

作变得积极起来。为了获

得更多的积分除干好本职

工作外，还主动去工作，主

动去思考如何更好地为

一线人员提供安全保障，

如何为一线人员提供更

好的服务。如：节假日和

重要节点主动做好安全防

范相关事宜；积极配合兄

弟部室做好涉及我部门

各类资料、数据的撰写及

提供等工作，在为兄弟部

室和支行提供优质服务

的同时，既践行了“五星

级”服务理念，又获得了

积分奖励，工作的主动性

更加高涨。

积 分 制 提 升 了 执 行

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制

度的执行是一个难题，我

们的制度体系很完善，但

是在日常工作中有一部

分人把制度执行不当一

回事，他们大错不犯，小

错不断，有时制度拿他们

也没办法。积分制管理

实施以来，我们认真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制度

做人做事加分，违反规章

制度减分，哪些能做、哪

些不能做都深深刻在脑

中，使我们的合规意识越

来越强。做为安保条线

的一员，只有严格按照规

章制度去执行，严格执行

我行各项安保制度，才能

防 范 和 预 防 事 故 发 生 。

久而久之，积分引导了好

行为，培养了好习惯，制度

落到了实处，自然而然地

提升了执行力，筑成了生

命力。

积 分 制 提 高 了 幸 福

指数。积分制管理实施

以来，大家努力工作的同

时也收获了更多的积分，

积分高的同事可以获得我

行每月积分快乐会议上的

抽奖资格，大家在欣赏节

目同时与获奖同事一起

沉浸在欢歌笑语中；每月

过生日的同事在大家的

祝福中收到行领导送上

的生日蛋糕和鲜花；积分

高的同事在年终考核中优

先获得评优评先，大家的

幸福指数也在不断地攀

升。许多同事在工作中

得到了快乐，实现了自己

的理想目标，变得越来越

幸福。

积 分 制 管 理 改 变 了

我很多，同时也在不断地

鞭策我越做越好，无论是

做人还是做事都让我朝着

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

我因积分而成长

邢台银行衡水分行营业部
开展月度服务大评比活动

邢台银行邢台县支行
温情服务感动客户

邢台银行邯郸武安支行“劳动者驿站”揭牌

邢台银行内丘支行
开展征信专题宣传活动

为打造高素质的干部

员工队伍，邢台银行邯郸丛

台支行狠抓落实，加强培训

管理，制定了下半年“走出

去、请进来”员工培训战略

方案，为业务发展打好坚实

基础。

丛台支行将每周二定为

培训日，每周五对重点内容进

行考试。用“每周一学”的方

式着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并将培训计入绩效考核，使全

行员工深刻认识到教育培训

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员工学习

的自觉性。下半年工作中，

丛台支行将以培训为契机，

从“服务+业务”的细微之处

入手，不断增强员工五星级

金融服务的意识，进一步提

升全行工作水平。 （戴明）

近日，邢台银行内丘支

行开展了“诚信文化教育

和征信”专题宣传活动。

该行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

形式进行宣传，在营业大

厅 LED 屏循环播放征信

宣传片，邀请客户参加

微沙龙活动，到社区进

行征信知识宣传。同时，

还制作了小视频、易企

秀，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形

式与客户互动交流。本

次活动惠及群众约200余

人，通过此次宣传，进一

步提高社会公众的征信维

权意识。 （张晓冉）

邢台银行邯郸丛台支行
开展“每周一学一考”培训

□ 杨凯

存贷款分别新增107.4亿元和5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