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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为基 落实金融政策
工行神木支行认真执行监管部

门和上级行各项安排部署，严格执行
现金管理、反假币、账户管理、反洗
钱、国库、征信业务等方面的规定。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
高员工的综合业务素质和法律法规
意识。

为了加强金融宣传工作，李威组
织员工进企事业单位、社区、校园、厂
矿，大力宣传金融知识。同时，通过
微信、短信、LED显示屏、宣传海报
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电信诈骗事件，
通过多种形式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大力宣传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
提高广大群众的金融意识，维护社会
金融稳定大局。

李威注重引导员工、培养员工、
发展和成就员工，充分利用网络大
学、总省行网讯等资源创新培训方
式，充实培训内容，不断提升员工的
履职能力，鼓励员工参加岗位等级、
保险、基金从业资格等学习和考试，
倡导良好的学习风气。全行上下形
成一种团结向上、和谐信任氛围，为
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注入生机和
活力。

党建为魂 承担社会责任
作为基层党总支部书记，李威坚

持“一岗双责”，在全行党员中持续深
入开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
专题教育。分小组系统学习《做合格
党员必修课》，并联系实际工作讨论
如何做合格党员，引导员工把个人追
求融入党的事业之中。同时，坚持党
员示范带动作用。

多年来，李威始终把支行履行
社会责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
抗震救灾、捐资助学、病危救助等捐
款活动中都闪现着他的身影。汶川
大地震、雅安地震时他都带头捐款，
每年资助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长期
坚持通过众筹、百度等网络平台向
山区贫困儿童捐资助学。2017年7
月，榆林绥德等地发生洪灾，工行绥
德支行办公、营业网点也被水淹，他
立即成立支行抗洪志愿服务队，亲
自带队将灾区急需的食品、饮用水
送到灾区，解决绥德工行员工的燃
眉之急。

李威多次到帮扶村深入农户家
里进行摸底调研，争取专项扶贫资金
9万余元，为帮扶村安装太阳能照明
路灯，2017年9月全部实施完毕。

本报记者冯军报道 2018年1月
3日，新华保险榆林中心支公司有关
人员赶赴横山区，通过市计生协会，将
首笔计生意外伤害险赔偿金交到了横
山区响水镇李家楼村计生协会会长李
先生家属的手中。

2017年8月份，榆林市计生协会
为了将政府对妇女的生育关怀职能发
扬光大，特别向财政争取资金，专门为
全市9980名基层村、社区计生协会工
作人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从9月1
开始生效。李先生是横山区响水镇李

家楼村的一名基层计生协会会长，在
工作中不慎发生意外身亡。新华保险
榆林中支接到报案后，及时启动调查、
理赔程序，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新华
保险榆林中支的理赔人员就将数万元
理赔款交到李先生家属的手中。

李先生的家属为了表达对市计生协
会和新华保险榆林中支的感谢，分别向
市计生协会和新华保险榆林中支赠送锦
旗。市计生协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和
新华保险合作开展这项业务后，新华保
险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理赔也非常快。

神木农商银行

领导班子走访慰问
结对帮扶贫困户

本报记者冯军 通讯员邱彩玲报道 近日，神木
农商银行领导班子一行7人到该行精准扶贫结对帮
扶点——神木市乔岔滩乡贺东沟村慰问了6名贫困
户，并为他们分别送去米、面、食用油以及各200元的
慰问金。

每到一户，该行领导们都与贫困户们亲切交谈，细
心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详细了解贫困户去年
收入情况以及对帮扶措施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进
一步树立信心、不急不躁，要根据自身条件，选取最适
合的产业，自力更生，通过努力彻底摘掉贫困落后的帽
子。贫困户们纷纷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该行对他们
的关心和帮助，表示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脱贫致
富，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和付出。

本报通讯员韦莉报道 近日，我
市持续降雪，交通、铁路、航空、电力和
通讯均受到极大影响。截至 1月 8
日，榆林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1075
件，预估损失676万元，已决案件468
件，已决赔付154万元，其他未决赔案
在抓紧定损理赔当中。榆林市交通道
路快赔中心接待车辆出险客户七十余
人次，共受理理赔案件25起，各项数
字均未出现异常变动，保险防灾减灾
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为确保极端天气期间的保险理赔
服务，延安保监分局迅速组织各保险
公司积极应对，深入开展防灾减灾工
作。该局下发《关于做好大雪冰冻事
故保险理赔及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各公司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推出快速受理报案、简化理赔程序等
便民措施。全市保险业已出动查勘车
辆490台次，查勘人员347人次。

该局要求榆林市保险行业协会组
织各保险公司在主城区开展扫雪除冰

行动。全市产险公司在积极应对暴雪
事故的同时，自觉投入到清除积雪、保
障道路通畅的队伍中，按照榆林市保
险行业协会区域划分，精心组织员工
对榆佳路、人民路、富康路与榆林大道
交叉路口、西一路十字、校场路、榆阳
路、南门口及二里半等城镇内主次干
道、弯急路陡地点的积雪暗冰进行清
理，确保道路通畅，有效做到防灾减灾
相结合。全市寿险公司对营业场所网
点周边公共区域的积雪进行清理，确

保路面清洁和行人安全。各县区保险
行业自律小组也组织当地保险机构上
街头清雪除冰，彰显行业担当。

同时，该局加强预警提示和风险
排查。要求各保险公司积极与气象、
交通等部门沟通，及时获知天气及道
路交通讯息，以发短信、致电等方式对
本公司客户进行雪灾安全出行提醒，
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对仓存大棚等
承保标的开展积雪风险排查，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建行榆林分行

举办装修分期业务沙龙
本报通讯员董超报道 近日，建行榆林分行与广

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联手，在创业大厦成功举办装修
分期业务沙龙推荐活动。

会上，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就现代房
屋装修的设计理念、装修风格、玄关细节等进行了专
业、详实的介绍，并对参会意向业主免费赠送室内装修
效果图和设计方案。建行榆林分行信用卡业务部就装
修分期业务的特点、期限、利率以及资料等进行了介绍
推荐。

据了解，建行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业务就是专门
为有装修需求的客户量身打造的个性化产品，装修分
期最高可达50万元专项分期额度；最长可选48期，按
月等额还本金，轻松分期负担轻；装修、家电商户均可
使用，随时随地任你刷；而且办理手续简便，无抵押、无
担保、一站式通道办理，审批快速，支用方便。

农行榆林分行

安排部署今年“5511工程”
本报通讯员熊自栋报道 2018年1月8日，农行

榆林分行开会总结2017年全年经营计划完成情况，安
排部署2018年“5511工程”。

会议通报了2017年全行业务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指出全行认真贯彻落实总、省、市行2017年工作会议
精神，上下同欲，攻坚克难，年初制定的业务发展目标
基本实现：一是各项存款持续增长；二是各项贷款触底
反弹，项目贷款投放占比不断提高；三是信用风险暴露
放缓，不良贷款余额、占比持续双下降；四是财务指标
逐步向好，利润大幅减亏。

会议提出，2018年，榆林分行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主线，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推进

“5511”工程，倾尽全力，确保各项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时代，打造新的榆林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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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银行业深入开展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创建工作，通过塞上银星评比、服务技能大比拼等活动，不断增强金融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银行业服务地方、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消费者整体效能，为助推榆林“追
赶超越”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为进一步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榆林市银行业协会联合榆林市总工会、共青团榆林市委组织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全市银行业“十大明星支行长”“十大明星大堂经理”“十大服务明星”评选活
动。经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申报、评委会领导小组初选、现场测评、榆林银监分局审核及公示等程序，最终评选出30位明星支行长、明星大堂经理、服务明星。

榆林市银行业明星支行长大堂经理服务明星

石然-米脂农商行

付淑红-农业银行

杜飞-中国银行

杨梅-神木农商行

韩娜-兴业银行

贺莲玉-长安银行

郭妮妮-交通银行

高伟-交通银行

惠玫-清涧农商行

薛巧玲-浦发银行

成曦-工商银行

李威-工商银行

马菁蕾-绥德农商行

陈娟-定边农商行

王利平-府谷农商行

赵红霞-建设银行

刘继涛-建设银行

王平-浦发银行

张宁宁-榆阳农商行

王洁-西安银行

王孜-招商银行

罗丽霞-中国银行

陈慧宁-长安银行

杨霞-建设银行

高铭霞-横山农商行

张瑜-子洲农商行

张勇-神木农商行

曹静-中信银行

何佳-邮储银行

朱晔-光大银行

榆林保险业

做好极端天气保险理赔服务

新华保险榆林中支

积极赔付首笔计生意外伤害险

2014年，兴业银行榆林分行在上
级行的统一安排部署下，与清涧县乐堂
堡乡薛家坪村结对帮扶。该行多次开
展扶贫济困活动，同时制定了帮扶工作
计划和工作方案。三年来，该行累计捐
资助学21.4万元，每年春节购买“米、
面、油”为村民“送温暖”合计5万元、投
放修桥资金10万元、向有关部门申请
扶贫资金30余万元，薛家坪村脱贫攻
坚工作持续稳步推进，当地干部群众也
坚定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2017年以来，兴业银行榆林分行领
导班子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考察，在充
分了解了村情后决定，按精准扶贫“八个
一批”政策，以合作社的形式让所有的贫
困户都能参与进来，让驻村工作人员切
实了解贫困户致贫原因，行里出资，驻村
工作人员结合当地产业，选取切实可行
的项目，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次考察并与清
涧县相关扶贫部门、贫困户探讨与沟通
后，大家形成发展香菇种植的共识。经

贫困户自愿报名，现有21户贫困户愿
意种植香菇，兴业银行榆林分行拟为每
户贫困户建设一个80米×10米的拱
形大棚，投资1.2万元，预计年可种植
香菇2茬，出产香菇3000多斤，每斤按
照4元计算，预计年收入可达1.2万元
左右。

目前，经过兴业银行榆林分行驻村
工作队和兴业银行西安分行相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从香菇大棚的选址、搭建、
菌棒的购买渠道、养殖技术、养殖人员
的培训以及香菇成熟后的销路等已做
好全方位的协调调研工作，项目实施时
间进度也已明确。

兴业银行榆林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除了产业扶贫项目的推进，2018
年，该行还计划为薛家坪村修建村级文
化广场，广场建成后，将充分发挥政策
宣传、服务群众、教育培训的主阵地作
用，也为薛家坪村补齐农村文化基础设
施短板，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兴业银行榆林分行

香菇大棚助力产业扶贫
本报记者 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