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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作 日 报 社
农行焦作分行

本报讯（通讯员郑治国、安
良浩）农行焦作分行立足国有银
行政治责任担当，紧紧围绕全市
经济建设工作总体要求，持续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加快推动普惠金融
事业发展。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109亿元，有力
助推了全市经济转型发展。

全力做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工作，着力解决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在转型发展中的融
资难等问题。农行焦作分行制定
了《焦作农行支持焦作市智慧金融
服务平台发展实施意见》，与市金
服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利用金
服平台大数据优势，为核心企业产

业链上下游客户、优质产业集群、
优质纳税小微企业等提供资金支
持。2018年年初以来，农行焦作分
行通过金服平台累计发放贷款7.2
亿元，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激发
小微企业经营活力。

结合焦作市“十三五”工业
转型升级发展规划，深入跟进国
家级及省级重点项目、中央在焦
企业、优势行业的领军企业，积
极支持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
施和重点建设项目。重点支持了
焦煤集团、神华国能焦作电厂、
华润电力、风神轮胎等重点企业。

稳步推动公益民生事业发

展。农行焦作分行为河南理工大
学贷款1.4亿元，改善校园基础建
设；为市住房公积金授信 4 亿元，
解决住房公积金流动资金不足问
题；发放“农民安家贷”12亿元，为
4600余户农民进城买房提供信贷
支持；发放“网捷贷”4500万元，为
城市居民生产经营和日常消费提
供融资帮助。

全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该分行大力开展农业银行互
联网服务“三农”的“一号工程”，坚
持“惠农 e 贷”“惠农 e 付”“惠农 e
商”三箭齐发，打造农行新时代服
务“三农”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018 年 9 月，在温县召开“惠农 e

贷”产品发布会，依托省级产业化
龙头企业平安种业公司，建立客户

“白名单”，为种子种植户办理惠农
信用贷款。短时间内发放“惠农e
贷”4440万元，全面开启农行焦作
分行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的新
模式，助力焦作农业产业转型。
2018 年 ，该 分 行 涉 农 贷 款 增 速
16.66%，县域贷款增速18.9%，全面
完成县域贷款“两个高于”的目标。

农行焦作分行始终站在讲政
治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策部署，把精准扶贫放在服务

“三农”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结
合焦作市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探索实施了产业带
贫、政府增信等扶贫新模式，有
力地发挥了农业银行金融扶贫国
家队、主力军的作用。截至2018
年年底，农行焦作分行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20060万元，直接支持或间
接带动1849名贫困人口脱贫。其
中，2018年新增6980万元，完成农
行河南省分行年度计划的 107%。
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做法和成效
多次被《中国城乡金融报》《河南日
报》《大河报》《焦作日报》等媒体报
道，农行焦作分行先后被农行河南
省分行评为“扶贫小额信贷先进单
位”、被焦作银监分局评为“金融
扶贫先进单位”。

农行焦作分行

立足大行社会担当 加快推动普惠金融
本报讯（通讯员汤晓晓）

新年伊始，农行孟州支行积极
部署旺季营销准备工作，充分
发挥网点阵地功能，大力营造
旺季营销氛围，有效提高农行
产品的知名度和接受度，助推
旺季“春天行动”。

该支行围绕旺季营销活动
的主题，提前对网点进行春节装
扮，同时对全辖区网点橱窗灯箱
进行创新，全部更换为热销主推

的电子银行、大额存单、网捷贷
等产品介绍，给过往行人带来强
烈的视觉冲击。同时，该支行加
强旺季营销动态通报，每天在支
行微信群内公布实时营销数据，
并进行点评，营造比学赶超的营
销氛围。为加强经营发展分析，
该支行每周定期召开经营发展
分析会，分析各网点进度及短板
指标，并提出下一步具体工作举
措。

农行孟州支行

积极开展旺季营销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曹津）近
日，农行博爱支行召开2019年

“春天行动”综合营销竞赛活动
启动大会，吹响了“春天行
动”冲锋号。

会上，该支行党委书记、
行长王建军指出，祖国40年波
澜壮阔改革开放历程为农行博
爱支行“春天行动”开展提供
了精神滋养、方法指导，要充
分认识2019年“春天行动”内
外部形势的严峻性，增强紧迫
感；充分认识2019年“春天行

动”有利因素，提升全面完成
各项任务的信心和勇气；充分
认识2019年“春天行动”黄金
时间的极端重要性，争分夺
秒抢占竞争高位。王建军号
召农行博爱支行上下要坚定
信 念 ， 加 压 拼 搏 ， 汇 智 聚
力，众志成城，坚决地、全
面地、毫不动摇地确保 2019
年“春天行动”各项任务圆
满完成。农行博爱支行相关
负责人解读了2019年“春天行
动”营销方案。

农行博爱支行

吹响2019年“春天行动”冲锋号

本报讯（通讯员宋国娟）
为做好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
作，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农行建
设路支行安全稳定运营，排除
各类安全隐患，严防安全事故
发生，1 月 22 日，农行建设路
支行召开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
作会议。

会上，农行建设路支行主
管领导强调，安全保卫工作是

支行发展的重要保障，岁末年
初是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的高危
时间，各网点各部门要抓紧时
间早部署、早行动，支行干部
员工要牢记使命，认真做好本
职工作，为业务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该支行综合管
理部负责人对春节期间安全保
卫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和部
署。

农行建设路支行

做好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张晨阳）近
日，农行武陟支行成功单笔营销
某企业贺岁金钞100套，实现了
2019年首季开门红。

据悉，农行焦作分行下发
《关于集中开展诸事如意贺岁金
销售活动的通知》后，该支行高
度重视，立即行动，组织支行员
工召开营销动员会，向员工培训
产品卖点和营销话术，充分讲明
绩效工资和中收奖励政策，通过
印制产品海报、摆放产品样品、
全员朋友圈推送、发送营销短信
等，该支行掀起营销热潮。

该支行紧紧抓住詹店产业集
聚区企业客户众多这一有利机
遇，向各大企业财务人员发送营

销短信，引起某企业兴趣和问询
后，该支行营销负责人立即带上
金钞实物到企业拜访财务负责
人，经过数次沟通，终于成功打
动客户。在农行焦作分行金钞库
存不足的情况下，为满足客户1
月 18 日下班前拿到实物的要
求，农行焦作分行个金部立即与
金钞公司取得联系，连夜调拨入
库100套，农行焦作分行现金中
心又抽调人员，加班加点赶进
度，协调押运车辆进行出库。经
过农行焦作分行个金部、现金中
心的大力配合和协作，仅用1天
时间，便将100套金钞顺利调拨
至农行武陟支行詹店分理处，确
保了该笔业务的顺利实现。

农行武陟支行

贵金属营销实现开门红
转眼间，我来到农行焦作分

行已经四个年头，四年来，我一
直从事柜员工作。小小的柜台不
仅见证了我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也是我追逐梦想的舞台。柜员工
作看似简单重复，却充满着趣味
与挑战。面对各类客户，作为柜
员既要熟练操作，又要热忱服
务，日复一日，用点点滴滴周到
的服务让客户真正体会到农行人
的真诚与温馨。

平凡的岗位，能带给人不平凡
的成就。有人觉得运营工作枯燥又
乏味，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运营
工作每天会有新知识和新业务需要
去学习掌握。比如，前段时间柜面
综合化平台上线，网点所有的人都

加班加点，各司其职，遇到问题一
起解决，迎难而上，最后在成功加
盖印章的一瞬间，每个人都长吁了
一口气，脸上有藏不住的喜悦。每
次遇到棘手的难题时，“舍我其
谁”这四个字总是激励着我将压力
化为动力，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
印，离零差错的目标越来越近。

沟通是一门艺术，柜台工作
的魅力和挑战不仅来源于对业务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更来源于不
断地与不同客户的沟通。我对这
句话有特别深刻的体会，不得不
说，积极有效的沟通可以避免很
多不必要的纠纷。当碰到无理取
闹的客户时，你既要缓和他的情
绪，尽快给他办理业务，又要维

护好形象。每当自己通过有效的
沟通化解一次纠纷时，成就感就
油然而生。当然，也有很多让人
暖心的客户。记得有一次我得了
重感冒，客户见状就递给我一包
感冒药，说她这几天也感冒了，
找医生开的这药很管用；还有一
次中午加班给客户办理业务，客
户非要给我送饭。

平凡岗位见证我的初心。成
功没有捷径，青年应该踌躇满志、
精力充沛，怀抱梦想和希望，不懈
追求、砥砺前行！ 郭炎炎

小柜台 大舞台

春节前夕，农行博爱支行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利用周末
轮休时间，由主管领导带领营销团队，走进周边各大建材市场、
批发市场、零售商场等开展综合营销活动，并向客户讲解反洗
钱、反假币、反金融诈骗等金融知识。图为农行博爱支行“党员
先锋队”。 曹 津 摄

图① 春节前夕，农行焦作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文军（右）带
领人力资源部、办公室负责人到武陟县韩余会村慰问贫困户，为贫困
户送去了新春的祝福，以及春联、面粉、食用油等慰问品。李文军鼓
励大家树立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安良浩 摄
图② 春节前夕，农行焦作分行人力资源部和工会工作部负责人

到农行修武支行困难员工家中慰问，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工作态度投入工作，并给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安良浩 摄
图③ 春节前夕，农行武陟支行组织员工携带移动终端设备到建

筑工地，现场为农民工办理开卡业务并开通了掌银、理财等业务，让
农民工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农行的金融服务。 张晨阳 摄

图④ 1月25日，农行焦作分行与华夏人寿在云达国际饭店联合
举办了高端客户“品质生活 尊享财富”红酒品鉴会，以答谢新老客
户的支持和厚爱。 翟道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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