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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承德农行选派16名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

强、综合素质高的“金融服务专员”入驻 16 个试点乡

镇，并分别成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开展金融服务

工作。图为围场金融综合服务中心挂牌。 杨柳 摄

承德银保机构服务秋粮收购

中行曹妃甸自贸区分行
叙做首笔汇出汇款融资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郑晓林）“932.35万美元”，随着这笔“应

急”资金到账，曹妃甸自贸区内某重点外贸企业获得了区内首

笔汇出汇款融资。这是中行曹妃甸自贸区分行服务自贸区发

展、大力发展跨境贸易融资业务的又一次创新与突破。

该企业主要从事铁矿石贸易，近期资金周转遇到困难。

为缓解资金压力，该企业向中行提出了货到付款项下的进口

融资需求。该行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开通绿色审批、放款通

道，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融资放款的全部手续，及时“堵上

了”企业资金缺口。近年来，该行加大跨境金融业务创新力

度，在跨境融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融资以及离岸转手

买卖等业务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

石家庄建行
组织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李宪民 王丽君）近日，建行石家庄分行

选取平山、正定、藁城、晋州等特色县域支行，以“裕农通”服

务点为依托，开展了追寻红色足迹、走调研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金融、金融常识宣讲等多种形式的“金智惠民——乡村振

兴”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共有28名学员参加。

队员们首站来到平山县北庄村，参观村史馆和电商直播

助农惠农展销基地，体验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意

义；共读“入团誓词”；第二站来到正定县塔元庄同福示范园，

参观了乡村振兴馆和同福智慧农场，实地了解塔元庄的发展

历程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第三站来到藁城

区增村镇城元村“文化+”模式的“裕农通”服务点，进行乡村

金融问卷调查，为村民办理业务，为村民解答金融难题；第四

站走进晋州市百花园社区，宣传预防非法集资、反假币、反诈

骗以及互联网保险、理财等金融知识。

精准发力 稳住经济大盘
本报讯（通讯员郑金林

赵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

全面落实国家、省稳经济相关

政策措施，聚焦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出台了进

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全力支持

河北省经济保障提质工作方

案，内含27条金融服务措施。

截至8月末，该行本外币贷款

余额619.58亿元，较年初增加

105.36 亿元，增速 20.49%。

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608.91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7.91 亿

元，增速21.54%，完成全年人

民币信贷任务的86.33%。

加强营销，推动内外强强

联合。上半年，该行领导班子

成员带队深入唐山地区，了解

到当地知名煤企迁安市九江

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为复工复

产急需采购优质焦煤时，为企

业量身设计了4亿元人民币贸

易融资业务方案并实现落地

投放。该行领导班子成员还

积极推进总分联动、分分联动

项目落地，充分挖掘央企子公

司及在冀重点项目融资需

求。今年5月，在了解到省重

点企业唐山东日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高端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的融资

需求后，该行积极与进出口银

行福建省分行对接，并达成行

内合作意向，通过双方联合营

销，于6月末实现该项目合计

2.7亿元的信贷投放。

聚焦重点，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今年以来，该行主动将

信贷资源配置到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快、

准、实”的工作作风，加强与政

府部门、重点区域、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对接。他们一方面

聚焦主责主业，稳中求进，在

继续支持长城汽车、乐凯集

团、河钢集团、石药集团等多

家省重点“老牌”进出口贸易

企业的基础上，重点突破制造

业，支持企业从产品出口到企

业转型升级、发展先进装备制

造等。据人民银行统计，该行

在制造业贷款增速、制造业贷

款占各项贷款比重、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占全部中长期贷款

比重三项指标，在河北省非法

人金融机构排名中稳居前

列。截至8月末，该行制造业

贷款余额 402.89 亿元，占比

65%，累计投放近千亿元，较

成立之初增幅达 315.18%。

另一方面，该行持续加大对绿

色金融、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

的信贷支持。比如，通过银团

贷款、转贷款、结算代理等途

径加强同业联系，为唐钢集团

新增20亿元进口信贷退城搬

迁银团项目1个。

惠企让利，提振市场主体

信心。今年以来，该行打出系

列“组合拳”，让政策性金融减

费降利成为纾困实体经济的

发力重点。一是打好货币政

策“工具拳”，灵活运用人行再

贷款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

实体经济合理让利，切实减轻

了企业在续贷、担保等方面的

融资负担，持续推动普惠小微

客户贷款增量、降价、扩面。

截至8月末，该行中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164.42亿元，余额占

比达到 26.54%，今年累计已

实现投放58.37亿元。二是打

好主动降息“让利拳”，在政策

性业务、绿色信贷贷款、小微

转贷贷款、双碳贷款及新开行

资金等方面，按不同类型、期

限的贷款，给予现行FTP定价

基础上最高 20BPs 减点优

惠。三是打好减免费用“服务

拳”，免收企业账户管理费、开

户手续费、网银管理费、网银

安全认证工具费等费用。对

于小微企业减免贷款服务费、

贷款承诺费、出具意向性文件

手续费、咨询顾问手续费和资

信证明手续费、提前还款违约

金和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业务

承诺费。四是出台“一个规

范、两套机制、三项加强”收费

配套措施，即规范支付手续费

收取，按月对收费情况进行自

查和清理，杜绝出现先升后

降、转嫁成本现象；建立“小微

企业动态识别机制”和健全

“费用退还机制”，简化退费办

理流程；加强政策解读、柜面

指导和事后监督三方面工作，

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实体。

区别对待，实现评审多维

优化。今年以来，为全力服务

稳经济发展，该行制定评审条

线推动业务发展实施方案（试

行），切实加强评审环节全方

位、全链条、全流程管理，实现

业务高效审批，促进分行业务

高质量发展。

石家庄分行
SHIJIAZHUANG BRANCH

本报讯（通讯员石晨）今年

以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用

服务传递温度，以实际行动助

力企业渡难关。

该行所辖正定支行接到某

重点客户的紧急放款需求后，

克服开户、核保、打印借款合同

等重重困难，与分行多部门协

同执行应急预案，为客户及时

发放贷款4000万元。

该行所辖中粮河北广场支

行对重点客户实现100%电话

触达，客户提出贴现9000万元

的业务时，仅用1小时就完成了

卷宗整理、定价沟通、系统办

理、放款等各个环节工作。裕

华东路支行有序推进各项业务

平稳运行，在接到重点客户紧

急用款需求时，立即与分行金

融同业部确认业务流程，顺利

落地1100万元贴现业务，为后

续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助企纾困显担当

目前已实际投放贷款9.01亿元

正定建行
荣获总行级五一劳动奖状

本报讯（通讯员李宪民）日前，建行正定支行被建总行

授予“中国建设银行五一劳动奖状”。这是建总行在全行

首次开展总行级五一劳动奖和先锋号评选表彰工作。近

年来，该支行把乡村振兴作为“一号工程”，成立“崔献民乡

村振兴突击队”，员工自觉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无论严寒与酷暑，行走在乡间地头，绘就一幅幅“让

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农业更强”的美好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李凤文 王
舒羽）承德银保监分局积极指

导银行保险机构抓住秋粮丰收

和复工复产“窗口期”“关键

期”，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做好

秋粮收购信贷供应，提供保险

保障。截至目前，全辖银行机

构已组织粮食收购推进会 37

场，对接涉农企业52家，实际投

放贷款55笔、金额9.01亿元。

其中，粮食收储项目7.96亿元，

大豆、玉米、马铃薯等“一村一

品”特色农产品收购项目7302

万元，另有农户贷款892户、金

额1.44亿元，支持粮食收购合

计6548.6万公斤。

为确保秋粮收购更加顺

畅，该局指导银行机构提前谋

划，将信贷资源精准高效配置

到农资仓储物流、农具采购维

修等秋季农业生产重点领域。

农发行承德分行积极与承德承

军粮油供应、中央储备粮承德

直属库等公司合作开展产销政

策宣传及信贷资金需求对接，

全力支持地方储备粮增储、中

央及地方储备粮轮换。今年以

来，该行已发放粮棉油贷款7.85

亿元，支持企业收购粮食6.61

亿斤。农行承德分行派出专业

贷款经理赶赴围场、丰宁等重

点秋收大县进行调研，尽早安

排农户贷款信贷计划。中信银

行承德分行对接市发改委、工

信局、科技局等单位，组织召开

粮食收购推进会12场，开展“走

百家、访百户”活动120余次，搜

集融资需求信息100余条，积极

有序推进粮食收购信贷投放。

针对秋季农业资金需求

“短、频、急”的特点，该局指导

银行保险机构做好普惠信贷资

金投放，开展金融产品创新，积

极推广涉农产品。农合机构推

出利率优惠政策力度大、手续

办理更为简便的“创业担保贷

款、惠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

提前完成“双基”共建户调查评

级、授信等。授信户可直接通过

手机银行“随用随借”模式办理

贷款。截至8月末，全辖新增“双

基”共建客户贷款29.45亿元。

与此同时，该局加强对保

险机构的督导，充分发挥保险

保障功能，稳定农业生产。太

保产险承德中心支公司积极承

保“政银保”涉农保证保险业

务，成立应急救灾工作预备队，

利用E农险平台，提前预警秋季

易发生的霜冻、阴雨灾害天气，

协助各级政府参与农业生产防

灾救灾工作。中华财险承德中

支积极开展农业保险宣传和大

灾演练，重新规划玉米等大田

作物承保工作，在围场、平泉等

产粮大县落实玉米、水稻完全

成本保险。截至8月底，该公司

已为4.4万农户38.99万亩粮田

提供2.44亿元的风险保障，为

秋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近日，新河农行积极开展“网

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

及网络安全知识。 张丽 摄

保定工行票据贴现创新高

本报讯（通讯员孙可人）今年以来，工行保定分行持续推

进票据贴现业务的稳健经营，贴现量逐月攀升，截至目前，贴

现量突破百亿元，创历史新高。

工作中，该行强化服务，从规模保障、利率优惠等重要因

素制定工作方案，满足客户贴现需求；深化票据融资业务管

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具备贴现经营资质的支行开展自办贴

现业务，提高支行票据贴现业务覆盖比例，指导支行办理本

辖区客户票据贴现业务，方便客户就近贴现；加强合规管理，

严把客户准入关、严格交易真实背景和贴现资金流向监测。

近日，滦州农行联合滦州市团委在九百户镇九百

户小学和赵庄子小学开展了“传递温暖，小城有爱”点

亮微心愿活动，共帮助31名家庭困难学子完成了心愿，

为他们送去书包、自行车、衣物等礼物。 赵殷腾 摄

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聚焦重点和薄弱环节

▲近日，邢台建行以营业网点为“结点”，外拓宣传场景，延伸宣传触
角，组织员工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和商铺、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
开展反假币宣传。图为该行所属邢台桥西支行联合现金网格化管理单位
在社区，向居民宣传普及人民币防伪、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假币犯罪举
报奖励办法等知识。 张卫民 白利英 摄

▶近日，邯郸建行组织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
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专项活动。图为该行员工进村宣传金融
知识。 韩建文 摄

廊坊工行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孙四法）9

月 5日—11 日，工行廊坊分行

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2022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向

公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提高

公众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网

络安全防护技能。

魏县中行
宣传人民币防伪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魏忠文）中行

魏县支行近期对客户进行反假

货币宣传。大堂经理为客户细

心讲解包括光彩光变数字、雕版

凹印、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等几

个易学多见的人民币防伪特征。

鸡泽工行首放
综合消费分期贷款

本报讯（通讯员张苗苗）工行

鸡泽支行将综合消费分期作为

获客、维客的重要抓手，近日完

成了首笔信用类综合消费分期

贷款发放。此为邯郸工行首笔。

怀安工行
抓客服质量有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王小林）工行

怀安支行积极开展客户服务质

量提升年活动。截至目前，该行

考评得分505.82分，张家口分行

全辖排名第6名，较上月末增加

54.7分，提升6个位次。其中，日

均金融资产5万元以上个人客户

流失率、个人保险渗透率等3项

指标系统排名第一。

宽城农商银行
拦截电信诈骗案

本报讯（通讯员张冬伟）近

日，宽城农商银行成功拦截一起

电信诈骗案，使客户避免了损失，

赢得了客户赞誉。

当日下午14时，客户刘女士

匆匆来到宽城农商银行铧尖支

行，要求办理转账汇款业务。该

行员工注意到客户打开手机QQ

聊天页面后，显示对方账户是客

服小七，随后立即询问汇款用途

以及汇款人信息。刘女士支支

吾吾说，她接到“快手客服”的电

话，对方称其购买的包裹因检出

“新冠病毒”需要集中销毁。对方

保证，购物款将通过支付宝进行

双倍理赔，并声称，由于刘女士信

用度不高，需要将钱转到公共账

户，以提高信用度，理赔结束以后

再把钱全额返还。

经过一番询问，该行员工认

定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并

通过查看聊天记录，向刘女士指

出了其中的疑点和破绽，使刘女

士恍然大悟。

建行邯郸光华支行
关爱孤寡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郭松江）近

日，建行邯郸光华支行协同魏县

多家单位到聚美庄园，开展“情

暖夕阳”孤寡老人团聚活动，弘

扬尊老、敬老、爱老优良传统，让

老年人享受家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