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0日下午，临汾审计

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建学深

入霍州农商银行就重点业务、

支农支小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督导调研。调研中，李建学主任

一行深入辖区星艺佳霍州商场

与商场负责人座谈，听取了商

场运行、运营模式以及经营收

入、产值、费用等详细情况，对

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时刻关

注星艺佳商场发展动态及商场

内的商户资金需求，进一步扩

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全面提升

金融服务质量，推动地方经济

更快更好地发展。

李建学主任走访商场内经

营商户，并一一进行交谈，详细

了解经营情况以及对信贷资金

的需求，现场为商户讲解疫情

期间，农商行简化办贷流程、开

辟绿色通道、下调贷款利率等

好举措，消减商户还本压力，全

力护航商户发展的好政策。同

时，要求该行要继续加大走访

维护力度，根据商户发展实际

情况，及时增加授信额度，在精

准助力实体经济纾困方面贡献

农商行力量。

最后，李建学主任结合实

地走访调研情况，就该行做好

下阶段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毫不放松统筹抗疫发

展，壮大市场主体。

首先是疫情要防住。要扎

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根据省联社党委及地方党政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完善各项预

案，严格落实好“三码”联查、佩

戴口罩、环境消杀、厅堂分流等

基础工作，特别是对进入营业

场所和办公场所的客户，认真

核验 5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确保牢牢守住农信阵地。其

次是市场要占住。要坚定不移

推进信贷转型，聚焦乡村振兴、

市场主体壮大、项目建设等中

心工作，紧盯农村和县域主阵

地，抢抓政策机遇，发挥点多面

广、人多地熟、吃苦耐劳、融入

群众的传统优势，全方位加大

营销力度，抓牢农民、个体工商

户、中小微企业等基础客户，不

断巩固和扩大在县域市场的份

额与地位。特别是面对疫情给

中小微企业带来的冲击，要落

实好“支持市场主体抗疫情促

发展十条举措”，大力发展首贷

户、投放信用贷款，对经营前

景良好、人品征信较好的客

户，要解放思想、灵活施策，把

额度提上去、把利率降下来，

与各类市场主体共克时艰、共

渡难关。第三是风险要守住。

要严把新放贷款入口关，做实

贷后管理工作，发现风险苗头

提前处置，稳步提升本息收回

率，不断压降逾期 90 天以内

贷款，坚决守住不发生新增风

险的底线。

二是持之以恒狠抓不良清

降，提升资产质量。

要坚决克服“三种倾向”，

保持战斗姿态，强化毅力恒心，

始终把清不良“反击战”作为一

项“持久战”来抓。对小户不良

贷款，要切实摸清底子、建好台

账、逐笔分析、细化措施、明确

责任、倒排工期，坚持每日入户

清收的长效机制，全员出动、压

茬推进。对大户不良贷款，班子

要带头包联，制定“一户一策”

化解措施，统筹党政力量和各

方资源予以化解。对恶意逃废

抵债务的赖债户，要与政府清

收处置农商行不良资产工作专

班、法院诉讼类贷款清收专班

协同作战，运用强制执行、拘传

拘留等手段，保持高压态势，增

强震慑效果。对有意愿、有能

力、有条件继续经营的贷户，要

立足“融汇贯通”，灵活施策，让

不良资产重新动起来、活过来。

三是多措并举强化激励约

束，提振全员士气。

要按照“干部能上能下、员

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的

总要求，坚决实施全员营销、全

员考核、全员末位淘汰的机制。

要把各项业务指标科学分解到

每名高管、每名中层、每名员工；

要把业绩考核精确到日，做到

“每天有排队、天天有进度”，让

所有混日子的“懒人”“闲人”无

处遁形；要根据阶段性任务目标

和存在的问题差距动态调整考

核方案，通过定期开展调度、约

谈、督导、问责等手段，不断压实

工作责任。要坚决落实和兑现末

位淘汰机制，让“能者上、庸者

下”成为常态，真正体现“有为者

有位、实干者实惠”；要认真倾听

基层员工意见建议，科学分配绩

效薪酬，激发起每名员工的主观

能动性，不断提振全员士气，凝

聚强大的正能量氛围。

为规范运营管理工作，提

升运营质效，6 月 2 日下午，

霍州农商银行在总行三楼会

议室召开了 2022年 6 月运营

主管工作例会，例会通过培训

账户流程、解读方案通报、开

展随堂测试等形式开展。总行

领导、支行分管运营副行长、

储蓄所、分理处负责人、运营

主管 AB 岗共计 53 人参加了

工作例会。

由总行营业部运营主管组

织参训人员集中学习账户业务

操作流程，重点对单位结算账

户操作细则、资料归档保管、受

益人调查识别、简易账户开户

流程等内容进行一一学习，并

现场对网点账户资料管理存在

问题进行规范和解答。

由会计运营部对省联社下

发的《反洗钱检查管理办法》

《柜面易发案件风险排查方案》

《神秘人检查方案》等检查方案

和内容再次培训和解读，并对

总行 5月神秘人检查问题进行

通报，督促网点限期整改完善。

针对培训内容，在例会期

间总行组织参训人员进行了随

堂小测试，重点对账户业务知

识、三项排查方案内容等进行

测试，有效检验参训员工学习

效果，加深对培训内容的认识，

起到了良好成效。

会议最后由总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张双秀就近期运营

工作进行再安排：一是严格按

流程召开晨夕会，从召开时间，

晨会地点，召开流程进行一一

安排，严禁晨夕会召开流于形

式；二是严格开展柜面易发案

件风险排查，要求网点按季对

易发案件涉及 44项环节一项

一项进行自查，确保排查不走

过场；三是严格落实网点负责

人临柜服务措施，要高度重视、

严格执行网点负责人每周至少

做柜台一天工作要求，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全面提升服务水

平和服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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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打造乡

村特色品牌，加快新农村经济建设，霍州农商

银行党委联合工会，聚焦“政策宣讲”，深入霍

州市李曹镇窑底村精准化开展“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宣讲培训，通过深入基层、走进农村、

贴近群众，将优惠政策、金融服务送到群众的

家门口，做到知民、便民、利民。

在窑底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以整村授信

为抓手，向村民大力宣传征信知识，营销“兴

e贷”、富业贷、富农贷等实施利率优惠的信

贷产品。同时，结合该村正在开展乡村休闲娱

乐项目，部分村民有申办营业执照的需求，向

村民们讲解了“银政合作”营业执照申办流

程、晋享 e 付收款码办理及使用、信惠圈粉活

动等，切实满足乡村产业经营和消费资金需

求。针对村民的疑问，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开

展互动交流。

在下一步工作中，霍州农商银行将持续突

出“服务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聚焦农户所思

所想、所念所盼，精准对接、靶向用力，充分发挥

“人熟、地熟”的独特优势，将金融服务与农民的

需求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推进业务发展。

（策划孙晓霞供稿韩莉）

夯实岗位职责 提升运营质效

霍州农商银行召开 6月运营主管工作例会

十年寒窗勤耕耘，一朝笔

下勇追梦。又是一年高考季，霍

州农商银行情系广大学子，组

织开展“金榜题名 圆梦青春”

爱心助考活动，向广大考生及

家长提供便捷服务，为梦想加

油，倾力护航高考。

霍州农商银行工会在霍州

市第二中学外设置“爱心助考服

务点”，为考生和家长准备饮用

水、纸巾、口罩及文具用品等，免

费提供给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

助力考生冲刺高考，并为考生送

上美好祝福，祝愿他们金榜题

名、旗开得胜，在夏日里为他们

送去丝丝关怀和浓浓暖意。

工作人员利用高考家长等

待的空闲时间积极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向他们介绍银行信贷

产品、电子银行产品，宣传讲解

电信诈骗、非法集资、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金融知识，同时，引导

家长们到考点附近的霍州农商

银行爱心驿站进行休息，缓解

家长的焦躁情绪。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的开

展，得到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

评，进一步彰显了霍州农商银

行践行社会责任、服务大众百

姓的宗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

应。在今后的工作中，霍州农商

银行将持续增强服务社会、服

务群众的责任感，争做有温度、

有担当的本土金融机构。

霍州农商银行

开展“金榜题名
圆梦青春”爱心助考活动

临汾审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建学

深入霍州农商银行督导调研
端午又至，祈福纳吉。在中国传统节日端

午节来临之际，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霍州农

商银行工会开展了“迎端午 扬传统”主题活

动，活动期间，女职工热情高涨，积极投入到编

制活动中，手脑并用、协作互助编制出一条条

精美的手绳，并现场佩戴，也有员工制作特色

五彩绳送给子女，辟邪去灾，喜迎端午。随后将

制作的手绳，精致的香包送给前来办理业务的

客户，在端午节为客户送去安康。

霍州农商银行

组织开展“迎端午
扬传统”主题活动

霍州农商银行

开展“金融助力
乡村振兴”宣讲培训

多彩夏日，“童”样精彩。在“六一”国际儿

童节来临之际，为提升小学生金融素养，加强

小朋友金融基础知识学习，让孩子们过一个

充实又有意义的节日，霍州农商银行党委联

合工会组织开展了“欢乐迎六一 农信伴成长”

儿童节主题活动。

在总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们讲

解了银行业务办理流程，如何使用叫号机进

行取号，有问题向大堂经理进行咨询等；认

识自助机具，体验取款、转账、查询等基础操

作；为孩子们宣讲人民币知识、辨别真假币

的方法，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人民币、爱护

人民币；演示人工点钞和机器点钞，给孩子

们讲解点钞动作、技巧及点钞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事项。活动期间，孩子们主动参与、积极

配合，现场气氛活跃、互动频繁，小朋友们收

获满满。

“今年六一过得真有意思，我学会了人民

币的兑换！”一位小朋友激动地说。本次活动

的开展，让学生们对银行有了更深的认识，加

强了对基础金融知识的理解和认知，让孩子

们的节日别样精彩，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一

致好评。

霍州农商银行

开展“欢乐迎六一
农信伴成长”儿童节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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