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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日
前，邮储银行焦作市分行开展新
员工廉洁合规培训，内容涉及法
律法规、案件警示、制度规章等
方面。

近年来，该分行高度重视廉
洁合规工作，特别将新员工的廉
洁合规教育列入重要议程，把对
新员工的廉洁合规教育作为入职

第一课，让新员工在适应新工
作、转变新角色的过程中，首先
要增强廉洁意识、注意合规操
作、防范案件风险。培训中，该
分行人力资源部根据新员工的特
点 ， 设 置 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员 工 违 规 行 为 处 理 办 法
（2019 年 修 订版）》重点解读、
“36条禁令”重点学习、身边案

件 案 例 剖 析 及 案 件 案 例 的 启
示、反洗钱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知识、岗位廉洁风险点、风险
防控制度及措施、观看警示教
育片等培训内容。

培训结束后，参培人员纷纷
表示，通过学习，自己明白了什
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使今后工
作的方向更加明确了。

邮储银行焦作市分行开展新员工廉洁合规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安良浩） 近
日，农行焦作分行与市工信局在
市金服公司联合举办政银企融资
对接会。

会上，市工信局副局长杨天
军指出，此次会议是为了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改进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的部署要求，加强企业金融纾
困帮扶，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难题，希望政银企三方以此次融资
对接会为契机，加深交流，加强
对接，共同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农行焦作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李文军在会上表示，近年来，

焦作分行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认真落实国家金融服务经济
发展的要求，积极创新金融产
品，拓宽融资渠道，持续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近 150 亿元。尤其是今年 5 月 9 日

“纳税e贷”产品上线以来，累计投
放贷款1.32亿元，支持服务民营和
小微企业200多家，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可和赞许。

随后，农行河南省分行讲师
雷欣冉向与会人员推介了“纳税 e
贷”产品，并现场为某企业授信100
万元。

农行焦作分行与市工信局
联合举办政银企融资对接会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 8 月
13 日，由焦作中旅银行冠名的

“2019 年第六届武动中原武术跆
拳道大赛”在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南校区体育馆拉开帷幕。该赛事
由河南省体育局和河南广播电视
台联合主办，河南省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河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
中心和河南省广播电视台武术世
界频道承办。

本次大赛为期 3 天，来自全
国 10 个省份的 4000 余名选手分
别参加跆拳道品势、竞技、武术套
路以及散打、空手道等项目的比

赛，并决出上千枚奖牌。通过比
赛，为武术跆拳道爱好者搭建一
个切磋交流的平台，让每一个热
爱武术跆拳道的人体验赛事的激
烈与热情，从而进一步推动全民
体育的发展。

开幕式上，焦作中旅银行郑
州分行行长李燕在致辞中表示，

“武动中原”赛事为弘扬中国传
统武术，推广河南武术文化，宣
传“少林拳、太极拳”的两拳文
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社会上形
成了倡导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居
民科学锻炼的良好风气。如此专

业的品牌赛事，与焦作中旅银行
助推我省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
不谋而合。

焦作中旅银行作为我国第一
家旅游特色银行，把“助力旅游
发展，创造美好生活”作为使
命，努力成为旅游界的金融专
家、金融界的旅游专家。此前，
焦作中旅银行曾冠名2018年“艇
进中原”河南省休闲皮划艇大
赛、焦作‘一赛一节’等大型体
育竞技活动，为河南体育事业发
展贡献了力量。

焦作中旅银行助力第六届武动中原武术跆拳道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杨英杰） 8月

12日下午，市农信办组织召开7月
份业务经营分析会。

会上，市农信办负责人卫龙
奎指出，各农信社（农商行）要认清
形势，务实重干，对照年度目标任
务，逐项找差距、补短板，定出
时间表、日程表，拿出硬措施，
力争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随
后，卫龙奎结合前7个月的业务经
营情况，对下步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一是结合前期工作开展情
况，认真梳理总结，分类建立台
账，实现主题教育与整体工作相
互促进。二是以支持“乡村振兴
战略”为主抓手，借鉴鹿邑农商

行“党建+金融”服务联盟的先进
做法，转化吸收、为我所用，扎
实做好乡村振兴和小额贷款营销
工作。三是针对“三类人员”不
良贷款，安排专人跟进，督促欠
款人员签订催收通知书，倒逼还
款，同时借助省联社不良资产竞
价平台，拓宽不良资产处置途
径。四是实行一行一品一特色，
结合自身实际，加快特色网点、
智能化网点建设步伐，提升网点
竞争力。五是做好信访维稳工
作，切实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
芽状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市农信办
召开7月份业务经营分析会

本报讯（通讯员薛飞）近年来，建
行焦作分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
普惠金融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金融回
归本源，把握数字金融方向，举全行之
力持续提升县域支行普惠金融业务服务
能力，加大县域普惠金融领域信贷投放
力度。目前，该分行所有县域支行网点
均可直接办理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每个
网点均配备有普惠金融专员，并成立普
惠金融服务团队，采取多项措施服务县
域小微企业发展。截至 2019 年 6 月底，
全市县域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3.5亿元，

较年初新增1亿元。
创新推出“小微快贷”产品。为解

决县域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
慢的问题，建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思
维，创新推出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
循环使用的全线上在线融资产品“小微快
贷”，为县域优质小微企业提供便捷、高
效、快速的纯信用贷款，满足县域小微企
业、农民创业就业的融资需求。“小微快
贷”产品上线以来，该分行已为全市县
域小微企业累计投放9亿元纯信用贷款。

创新推出“云税贷”产品。针对县

域优质纳税小微企业，建行创新推出全
线上纯信用互联网融资产品“云税贷”。
目前，该分行已与市税务局实现“银税
系统直连”，可在线实时获得企业纳税信
息，为优质纳税小微企业提供全流程线
上信用贷款，实现以“纳税信用”换“银行
信用”，引导县域小微企业注重积累信用，
做到“信贷”和“信用”的良性互动。“云税
贷”产品上线以来，该分行已为全市县域
小微企业累计投放2.3亿元纯信用贷款。

创新推出“建行惠懂你”APP。为
提升县域小微企业服务效率，建行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技术，创
新推出“互联网获客+全线上信贷业务流
程”业务新模式，“建行惠懂你”APP集
成额度试算、预约开户、贷款申请、支
用还款等功能，打破时空限制，让县域
小微企业享受“触手可及”的金融服务。

下一步，该分行将深入推进普惠金
融战略，持续探索服务县域小微企业的
新产品、新举措，成为服务县域小微企
业的先行者、推动者、引领者，以实干
创造新业绩，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建行焦作分行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通讯员张继军）为吸
引企业积极参与即将召开的 2019
年中国（焦作）工商企业跨境投资
与贸易对接会，同时让企业更好地
了解中国银行的产品，近日，中国
银行焦作分行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市
区跨境撮合客户招募推介会。

推介会上，该分行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跨境撮合活动的目的、意义
以及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同时围绕

进出口企业的特点及办理业务经常
面临的问题，对汇率保值、普惠金
融授信、企业征信、外汇政策等方
面进行了讲解。

推介会结束后，企业代表纷纷
表示，此次推介会让他们了解了我
国外汇业务相关政策、企业征信管
理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熟悉了中国
银行的相关产品，进一步加强了银
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行焦作分行
举行市区跨境撮合客户招募推介会

本报讯（通讯员刘丽君）近日，工行焦作分行环城东
路支行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汛期安全管理。

该支行成立防汛领导小组，对汛期安全保卫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通过晨会及时将上级行的要求传达给每位员
工，提高员工对防汛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确保安全生产责
任落到实处；组织人员对办公区域、自助银行、食堂、配
电室等处的电器设备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消
除，确保网点安全运行。

同时，该支行制订防汛减灾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员工
开展防汛实战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增强员工的防汛意
识，提高其应对险情的处置能力，切实保障员工生命财产
安全。

工行环城东路支行
多举措加强汛期安全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麻酩）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党员和入党极分子学习党建知
识的自觉性，营造“学党建、懂党建、抓党建”的良好氛
围，近日，中原银行焦作分行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共140人，开展党建基础知识应知应会专题测试活动。

本次测试内容涵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内容，着重测试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成果和日常党建知识掌握情况。

下一步，该分行将持续深入抓好学习教育不放松，切实
增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及行动自觉，
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凝聚力，全面推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
阶。

中原银行焦作分行开展党建基础知识
应知应会专题测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