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秦皇岛中行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志愿者出征仪式，为即将奔赴冬奥会的金融服务志愿者加

油送行，并勉励他们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践行志愿服务理

念，为祖国争光，为冬奥添彩。 罗翔 蔡猛 摄

▲ 1月10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建行邢台太行路

支行员工走进胡家营派出所，为执勤民警送去慰问品，并致以

节日的问候。图为该行员工向民警讲解“建行生活”补贴活动

以及冀时办功能，并指导下载相关App。 张卫民 陈思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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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承德高新区集中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

补助款，且需开立银行卡。农行承德滨河支行立即与所

辖行政村取得联系，统一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目前

已为3个行政村的11位老年人完成开卡，保障了老年补

助款项的顺利发放。 杨柳 摄

本报讯（通讯员孙可人）工
行保定分行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发扬“奋斗+落实”的作

风，持续做好客户服务，推动金

融创新，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

实现经营发展稳中向好。

2021年，该行全部存款、各

项贷款、主要经营指标继续保

持当地同业首位，主要效益指

标均实现14%以上增幅，综合

绩效考评连续4年列全省系统

第一，综合竞争力排名跃居全

国重点二级分行首位。2021年

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该行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

号。这是该行继荣获“全国文

明单位”“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

状”荣誉之后，获得的最高国家

级荣誉。

银政合作，助推经济发

展。该行紧紧围绕“六稳”“六

保”工作，通过保定市发改委

牵头建设的保定市区块链金融

服务平台，建立企业信用体

系，快速获取企业经营数据匹

配银行线上融资服务，有效破

解企业发展困局，截至目前，

该行已开展6条数字供应链业

务，为144户企业发放3.2亿元

贷款。

全力支持制造业发展。该

行加大制造业贷款投放力度，

以完善的机制、品种多样的公

司贷款产品，为当地制造业龙

头企业，建筑、能源等行业企业

客户及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各

项贷款余额达989亿元。

热心服务小微企业。该行

努力以产品创新和客户服务为

抓手，减少业务流程环节，提高

办理效率，不断在“做小做专”

上下功夫，主动研发契合当地

市场特点的创新产品。其中，

“医保贷”已实现由线下模式转

为线上模式，可实现客户的批

量服务；“商户贷”已为某大型

超市入场商户提供了便利融

资；加强与省农担公司合作，实

现首笔畜牧贷业务落地。截至

目前，该行普惠贷款余额达62

亿元。

支持群众乐享美好生活。

该行持续打造“第一个人住房

贷款银行”，为广大市民改善住

房条件、提高生活品质，最大限

度地提供支持。去年，该行个

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近436亿

元。近期，该行又办理了当地

首笔个人住房商贷+公积金组

合贷款。该行还推出个人房产

抵押消费与经营组合贷款，满

足个人客户不断增长的经营及

大额消费需求。

票据贴现，盘活企业资

金。该行了解企业贴现需

求，在利率优惠、规模配置上

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有效拓

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助力降

成本、提效率。2021年，该行

累计办理 82 户企业 3005 笔

电票贴现，贴现金额 60.98 亿

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在当地

四大行占比 73%，同业排名

继续保持首位。

支持企业“走出去”。该行

发挥境内外联动优势，努力做

好稳外资、稳外贸各项工作，助

力当地外资外贸企业发展。该

行创新国内信用证办理模式，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累计为某

龙头企业办理此类业务10亿

元；境内外分行联动，为某大型

企业办理1000万欧元内保外

贷业务，助力其海外子公司生

产建设；推动各项便利化措施，

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线上审

单、线上办理，发挥企业网银结

售汇优势，助力外贸企业做好

结算业务。

工行邯郸马头支行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牛泽雨）近

日，工行邯郸马头支行以“护航

旺季服务 助推廉政文化”案例

教育专项宣传月为抓手，针对

易发“四风”问题等关键节点开

展系列教育宣传活动，为旺季

服务工作保驾护航。

衡水工行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中信银行
助力“小巨人”成长

保定工行推动金融创新优化客户服务

2022.1.14 7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有效解决民生问题

综合竞争力跃居全国二级分行首位 本报讯（通讯员赵俊清）中信银行围绕前沿创新、自主

可控、国产替代、低碳减排等领域，积极打造覆盖创新型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服务覆盖率已达20%。

该行推出的“不止于信贷”的科创企业综合金融服务

体系，有效满足了科创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融资和

资本运作需求，逐步建立起领先同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该体系覆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能

源、医药医疗、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宽城农商银行
“失物招领”获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许稀琛 张
冬伟）宽城农商银行在全辖网点

推出“失物招领箱”服务，去年以

来已归还客户各类物品 80余

件，得到广大客户好评。

定兴农行与县残联
共建“爱心驿站”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奇）近
日，农行定兴支行与县残联共同

举办“爱心驿站”启动仪式。该

“爱心驿站”是双方共同打造的

残疾人就业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钟航）近日，中行河北省分行与邯郸市人

民政府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行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深

化银政合作关系，深入企业摸排走访，切实了解客户需求，量

身定制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以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的长

期规范化合作机制为基础，创新发展融资模式和工具，为邯

郸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

的金融支撑。

中行河北省分行与邯郸市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曲周中行首办线上
境内外币汇款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冀思蒙）中
行曲周支行以跨境优势产品为

抓手，大力推广在线跨境汇款及

境内外币汇款业务。近日，该行

成功办理中行邯郸分行首笔企

业线上境内外币汇款业务。

清算公告
河 北 华 玉 润 泰 石 材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4300799632711，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11日，法定代表
人：王配恩)。因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决定公司解散。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请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

清算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配恩：13403300909 王化强：18630002888
王银仲：18830861000 王媛媛(代王树军)：18603107878
联系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邱县经济开发区富强大街007号邱县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一楼北大厅
河北华玉润泰石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1月7日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赵县北王里镇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北

王里镇镇政府大门东侧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07

流水号：00821303

发证日期：20211226

设立日期：200505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4801420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赵县范庄镇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范

庄镇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60

流水号：00820962

发证日期：20211224

设立日期：1986081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4899312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赵县韩村镇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韩

村镇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78

流水号：00820977

发证日期：20211224

设立日期：200505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4861555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赵县田庄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赵县谢庄乡田庄村

致富路63号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57

流水号：00821297

发证日期：20211226

设立日期：2013121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4797678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赵县自强路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赵州

镇自强路97号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21

流水号：00821302

发证日期：20211226

设立日期：198606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4951567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正定县府西街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府西街1号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61

流水号：00821304

发证日期：20211226

设立日期：200806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8022894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正定县曲阳桥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曲

阳桥村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93

流水号：00820955

发证日期：20211224

设立日期：198804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8291041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正定县十字街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燕

赵南大街178号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111

流水号：00820952

发证日期：20211224

设立日期：1993120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8023416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正定县新城铺镇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新

城铺镇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95

流水号：00820954

发证日期：20211224

设立日期：200505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8208914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正定县朱河营业所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朱

河村

机构编码：B0018A213010094

流水号：00820953

发证日期：20211224

设立日期：200505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北监管局

联系电话：0311-88227597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查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平县王林口

营业所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王林口乡方太口村

机构编码：B0018A313060149

发证日期：2021年08月31日

设立日期：2021年10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联系电话：0312-7228269

换证原因：设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柏乡县支行金融许可证变更公示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柏乡县支行

住所：河北省柏乡县柏乡镇槐东大街64号

机构编码：A0002S313050008

流水号：00814438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28日

批准日期：1996年11月0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邢台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更址

机构名称：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定分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东风中

路506号

机构编码：B0301B313060001

流水号：00817938

批准日期：2015年2月3日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网点联系电话：0312-339188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邢台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恒祥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恒祥北大

街1139-1号

机构编码：B0301S313060001

流水号：00817942

批准日期：2016年12月26日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网点联系电话：0312-31300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高新区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龙兴西路

345-8号

机构编码：B0301S313060002

流水号：00817940

批准日期：2016年12月26日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网点联系电话：0312-312552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高碑店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

五一南大街163-10号

机构编码：B0301S313060003

流水号：00817941

批准日期：2018年4月26日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网点联系电话：0312-55963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机构名称：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定涿州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

华阳中路207号

机构编码：B0301S313060004

流水号：00817939

批准日期：2018年6月21日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7日

网点联系电话：0312-63963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新版许可证换发

民生银行
正式上线“民生小微”App

本报讯（通讯员孙旭旭）1月12日，正值中国民生银行

成立26周年之际，该行正式上线“民生小微”App，并推出

“商贷通”“工贷通”“农贷通”“网贷通”四大产品体系，标志

着民生银行构建起“1+4”小微服务新格局 。

据介绍，“民生小微”App是该行专门面向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打造的综合化移动金融服务平台。该平台

首创“五位一体”移动式便捷服务，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一站登录、“融资+结算+财富”一站服务、“线上+线

下”一站对接、“企业权益+家庭礼遇”一站升级、“场景切

换+客户旅程”一站融合，可为小微客户带来更加高效便捷

的服务体验。

本报讯（通讯员陈雅丽）近
日，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举

办的2021年“企业党组织引领

企业文化建设”典型（先进）经

验和创新方法评选中，工行衡

水分行获“2021年‘企业党组织

引领企业文化建设’先进经验

单位”荣誉称号。这是该行继

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河北诚

信企业单位之后，收获的又一

荣誉。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是经

民政部批准成立的第一家全国

性企业文化学术团体，致力于

企业文化前沿学术领域的探索

和研究，为全国企业文化建设

提供学术引领。

2021年以来，该行党委宣

传部紧紧围绕分行党委中心工

作，立足自身职能，以党史学习

教育、作风效能提升年、更新理

念大讨论等重点工作为依托，

引导全辖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精神文明创建、特

色文化建设等活动，为优秀分

行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同时，该行党委

宣传部积极做好创建经验的总

结和亮点推送，以“3·15”宣传

为背景推出《立足本源践行使

命 深耕湖城赋能实体》，以诚

信建设为切入点推送了《金融

服务来助力 诚信经营共发

展》，以安平支行塑红色文化名

片为蓝本推出《红色精神薪火

相传 党建引领稳促发展》，以

分行特色创建为脉络整理了

《党建铸魂 业务筑基 唱响湖

城文明歌》，配合组织部门完成

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金

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围绕

金融博览会“我为群众办实事”

推出了《党建之花向实开 金融

活水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