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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线柜面岗位做起，点滴积累，
执着前行，宋雍一步步成长为古县农商
银行会计运营部副经理。农信事业绽放
十四载，她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四
大战役”中，甘当战士冲在一线，将青春
奉献给农信事业，用行动谱写农信人的
赞歌。

业务精湛的“拼命三娘”
在古县农商银行提起宋雍，“拼命

三娘”的印象成为大家一致的看法。有
她的地方，没有学不会的业务；有她的
地方，没有不踏实的工作；有她的地方，
没有困难能挡住前进的步伐。

2006年，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宋雍
进入农信系统工作，她用不懈的努力，
迅速褪去“职场小白”的青涩。“第一个
工作部门是科技部，当时正好碰上综合
业务系统上线。对于新事物大家都有点
摸不准，我想着不能等别人学会了再跟
着学，没有哪个岗位会等着你去慢慢
学，所以就天天跟着工程师和科技骨干
下乡。”宋雍回忆那段学习的时光说，那
是她成长的起点，也是她工作当中最宝
贵的财富。为了做好工作，她总是早上
第一个来单位，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办公
室，很快她就成为了新系统的专家，也
成了很多同事心目中学习的榜样。

“合理的制度，不仅能以理服人，更
能让人心悦诚服、没有怨言，工作才可
以顺利进行。”宋雍一方面暗下苦功，认
真钻研业务，不断提升自身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认真梳理业务流程，改进管
理办法，提升管理能力。虽然换了新岗
位，但“拼命三娘”的作风没有改变，她
认真分析了近年来各级检查出的问题，
针对性制定了运营培训计划，一项运营
知识周学习制度应运而生，为运营管理
人员和网点柜面人员搭建了持续学习
的长效机制。

扎根一线的党员先锋
2018 年，宋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那一刻的她是自豪的，也更加
明确了自己心中的方向。宋雍在平凡的
农信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共产党员的

本色和风采。
2019年，宋雍调任牡丹支行副行长，

负责该区医保代收和补贴返还工作。从
窗明几净的机关工作，变换到一线服务
的泥泞满身，还有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
她再一次选择了迎难而上。

凛冽寒风里，在一张桌子、几把椅
子的陪伴下，宋雍在村里一待就是一
天。“白天一村一村地过，不光代收医
保，还宣传金融知识，晚上加班核对名
单，校对补贴款。就算是手被冻裂了，上
火嘴里起泡，但工作不能停，这是对单
位负责，更是对农户负责！”许多村民对
手机操作流程不熟悉，为了让村民方
便，她经常给他们讲解，一次不行就讲
两次、三次……通过反反复复地讲，大
家终于学会了自己操作。宋雍的耐心常
常让她忙得分身乏术，牡丹支行的同事
笑称她的办公桌是“疑难杂症窗口”。正
是这样的工作劲头，仅用了 5 天的时
间，就完成1663人代收工作，代收医保
费34.7万元。

平而不凡的“农信本色”
宋雍就像一颗螺丝钉，无论哪个

岗位，都能坦然面对，一丝不苟，诠释
着她对工作的执着和对农信的热爱。
2020年，再次走上新岗位的宋雍依旧
沿袭着她的工作风格，就像她的学习
笔记中的那段话：“走进单位我是一名
农信员工，走出单位我是农信的代表，
就应该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
办事、堂堂正正地做人。”

宋雍还有很多“身份”，但不变的是她
的“农信本色”。她是古县学雷锋志愿者协
会的志愿者，是家人心中的女儿、母亲，客
户心目中的“及时雨”……她更是平凡岗
位上恪尽职守的农信人。信念是一种无声
的告白，早已扎根在心里。14年如一日，她
一直坚守这份承诺，平凡地工作，虽默默无
闻，却展示出一名普通农信员工的人生价
值和时代风采！一线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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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 员工

赢在开门红

作为一家深耕于地方的银行，襄
汾农商银行始终不忘自己的立行之
本，坚持“深耕三农、细作小微、精准扶
贫、倾力重点”的服务定位，以服务襄
汾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主动融入襄
汾经济建设大局，在地方项目建设、特
色产业及小微企业等方面发挥主力军
作用，通过一系列特色鲜明的产品和
服务为襄汾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磅礴动力！

信贷发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岁末年初，正是老关家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旺季。在公司的
卤制车间内，一个个大锅里浓浓的高
汤正在咕嘟咕嘟地翻滚着，该公司负
责人关志丰将花椒、大料、丁香、桂皮
等佐料依次投放进去，浓浓的肉香弥
漫在整个车间。他介绍说：“我们是加
工肉食的老企业，以前只是个小作
坊，能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襄
汾农商银行的支持一路相伴、功不可
没！”他记忆犹新的是 2020 年年初新
冠疫情发生后，购进食材的资金短缺
一度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襄汾
农商银行获悉该情况后，及时开通

“绿色通道”，在数天时间内为其办理
了 550 万元的贷款支持，一举解决了
公司的难题。关志丰感慨地说：“那次
真是雪中送炭啊！襄汾农商银行的支
持就是给力！”

襄汾农商银行积极响应政府政
策，对实体经济全力提供信贷支持。经
过多年发展，位于该县永固乡的山西
华天基纸业有限公司成了我省最大的
包装纸生产企业，发展前景向好。但由
于造纸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该
公司在生产运营中对资金需求较大，
经常遇到资金难题。为助力企业做大
做强，襄汾农商银行为其授信 7700万
元，让企业有了充足的资金，解决了后
顾之忧。公司负责人梁五奎深有感触
地说：“襄汾农商银行能够及时伸出援
助之手，为我们授信7700万元，让我们
公司对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据统计，2020年，襄汾农商银行紧
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信贷支持，发放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400714.61元，支持户数达634户。

着眼长远推动新兴产业壮大

襄汾县工业产业主要以煤、焦、钢铁
等传统产业为主，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较
少。为响应县委、县政府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构建多元支撑的产业体系的号召，襄
汾农商银行提早部署，把服务触角延伸
到县域的新兴产业发展中。

山西万盛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是集
城市供气和加气、天然气管道维护和维
修、销售天然气灶具和燃气配套设施于
一体的公司，每年压缩天然气的销量可
达到 3471.1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销

量可达到75118.55吨。其中天然气管道
已覆盖全县13个乡镇，安装天然气居民
用户10万余户，工业及公服用户300余
户。“未来我们还会加大对天然气的投
资，天然气对比煤炭等传统能源具有污
染低、储量丰富等优势，属于国家鼓励发
展行业，发展前景较好。”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

襄汾农商银行了解到天然气作为
清洁、高效、便利的清洁能源，对改善
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决定对该
企业大力支持。“我行领导高度重视，
积极对接，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
在走访中了解到该公司在基本建设方
面投资较大，资金短缺是制约项目建
设的瓶颈之一，我们简化办贷手续，为
公司授信了 4500万元，并及时发放。”
襄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我们作为
银行，有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襄汾
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他们经常对
县域内的新兴产业进行拜访调查，对
需要资金贷款支持的企业进行帮扶，
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县域经济
发展增添动新力。

整村授信助力乡村振兴

“襄汾农商银行给我授信 5 万元
的贷款额度真的很方便。我不用再向
亲戚朋友们到处借钱了，只要有需要，
马上就能够把钱拿出来使用。”襄汾县

古城镇杜村村民齐如意说，他家的主
要经济收入是养鹅，在 2020年 3月的
时候由于缺少资金买饲料，襄汾农商
银行工作人员上门调查后为他办理了
授信，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在随后的
日子里他有钱就归还，需要时就拿出
来用。

襄汾农商银行专注“整村授信”，
为乡村振兴添动能。在“整村授信”工
作开展以来，该行的工作从未停歇，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坚持授信服
务不断档。线上通过“线上申贷”平
台、电话拜访、短信问候，驻扎客户微
信群进行实时服务；线下实地走访摸
排调研、激活全辖 333 个农村金融服
务站，搭建起连接群众金融服务的桥
梁，持续做实“整村授信”工作，更好、
更快、更便捷地满足辖内客户的资金
需求，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截至目前，该行发放涉农贷款余额
707180余万元。

襄汾农商银行的金融服务者一直
在努力着，用他们的拳拳之心持续改
善县域金融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丁陶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幅生机
勃勃的画卷！

营业面积48平方米、员工4名……
这是霍州农商银行上乐坪分理处，一个
普通人眼中的小网点。但在“首季开门
红”活动中，这个小网点通过进一步巩固
客户资源，拓延增存渠道，迸发出令人刮
目相看的“能量”，有力推动了增存款业
务强势发展。截至目前，各项存款较年初
净增640万元。

上乐坪分理处是一个城郊型网点，
为周边近一万名居民提供金融服务。他
们利用城乡区域结合优势，找准“主攻
点”，抓好他行存款强力攻坚。由于近年
来城市快速扩张，上乐坪分理处的服务
辖区有大量土地被征收，居民手里有巨
额的征地款。他们抓住这一信息，利用
人熟、地熟优势，提前入手、重点维护，
赢得客户信任，及时跟进承接，在把握
客户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向客户营销各
类存款产品，实现存款增户扩面。活动
开始后仅 10天时间，该网点就营销回

存款350万余元。
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开门红”、参与

“开门红”，上乐坪分理处安排专人与村两
委建立微信联络群，每日在群内推送“开
门红”活动相关信息，让客户足不出户就
能了解相关信息。他们还通过村委及时了
解返乡人员动态，提前做好外出务工人员
社保卡业务办理的应对准备，全力提升外
出返乡人员资金回流率。

用心服务才能赢得客户。上乐坪
分理处实行名单化管理，促进业务拓
展提质增效。他们提前将即将到期的
大额定期存款名单逐笔落实回访责
任，通过发送短信、上门服务等方式，
提醒客户及时转存和回笼资金，全力
做好存量客户稳存、增存工作；落实辖
区内资金流量大但留存量低、未在该
行开户的客户名单，进行逐户回访，了
解客户资金情况，靶向发力，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

“您好，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您
好，请在这边排队取号！”“请戴上口
罩。”……曲沃农商银行城关支行大堂
经理刘静每天都在热情周到、有条不
紊地接待着顾客。“自从开展‘首季开门
红’活动以来，前来办理存款、申请贷款
的客户络绎不绝，一会儿都闲不下来。”
刘静说，虽然很忙很累，但欣慰的是任
务圆满完成了。

“首季开门红”活动开展以来，城
关支行通过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找
准工作重点，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团结
一心，全力以赴，多方位、多层次、多渠
道开展“开门红”宣传工作。截至目前，
揽存8308万元，完成任务的313.51%。

只有走出去，沉下身子，才能有好
成绩。“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其余的
人员每天都在访商户、进农户。”城关
支行副行长程琨指着空荡荡的办公室
说，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傲人成绩，都
是同事们辛苦付出的结果。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城关支
行辖内有13个行政村，共有10位信息
联络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各村的
群众都不太熟悉，上门拜访时就需要我
们的信息联络员引导。”程琨表示，扎实
的基层工作，让“首季开门红”工作开展
的更有底气，对于客户的详细情况，让
工作人员在上门走访中更加体贴用心，
让客户感受到农信人的优质服务。

“这段时间的猪肉价格怎么样？咱
们的‘晋享 e付’收款二维码用着还可
以吧？”“价格还可以，买肉的人不少
呢，每天销量基本上在 150 公斤左
右。”在乐昌镇南吉村菜市场上，程琨

和同事对辖内客户走访，进行银行产
品的后期维护。“只有从小处做起，让
客户感受到我们的真心，对我们的服
务认可，才能让客户更加愿意找我
们。”程琨说，这样的服务能把客户和
银行紧密联系起来，才会有更多的人
把钱存到农商银行。

适当的压力，为工作增添了些许
动力。“自从接到总行‘首季开门红’任
务后，我们通过找准方法、制定规则，
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员工的身上，天天
报进度，对于落后同事的问题进行剖
析。”城关支行行长张亮亮说，通过这
种方式，城关支行在 1月 10日就完成
了首月60%的任务，为完成“首季开门
红”的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不仅要营销新客户，对于老
客户更要维护好。”张亮亮深有感触地
说，客户维护没有捷径可走，只能用心
和行动来做好服务，多和客户沟通，询
问客户在使用银行产品的时候有什么
问题，既能表达对客户的诚意，也便于
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能够及时对客户
提供专一的服务。热情周到的服务，为
城关支行“首季开门红”活动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春节就要到了，家家户户都很
忙，为了给员工空出一些过年的时间，
只能让他们现在都忙些，早点完成任
务，这样就能过一个舒舒服服的春节。”
张亮亮说，在城关支行全体员工的努
力下，存款揽存在全县排名第一。

服务无止境，科技添动
力。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着
力打造客户金融服务诉求方
面的有力支撑，近日，尧都农
商银行利用科技优势，积极
开展“移动展业”平台的应
用，让服务实现“零距离”。

不用出家门，银行开卡
业务轻松办理。这是市民高
鑫最近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没想到申请贷款居然可以
这么简单，不用去银行，在家
就能办理新的银行卡，尧都
农商银行的服务真方便!”让
高鑫连连赞叹的服务，是尧
都农商银行近期一直在推行
的“移动展业”平台，他想要
办理信用卡申请业务，没想
到不需要去银行柜台，他就
能轻松拿到新的银行卡。

这不仅是一次业务的提
升，更是服务创新的重大变
革。“移动展业指的是依托先
进的移动机具，通过高速的
无线网络实现与后台多种业
务系统的对接，从而实现在
离行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各
种金融服务的移动业务处理
平台系统。客户可以在不受
空间限制的情况下，享受借
记卡开卡、挂失、网银签约、
信用卡申请等金融服务。”尧
都农商银行零售业务部总经
理马兵表示，这一平台的投
用，为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了
更多便利，让服务更加贴心。

“我们只需要带上展业
设备，就能提供‘上门服务’，一些以往
需要去营业厅办理的业务，都能当场办
理。这对于那些出行不便的客户来说很
方便，也让更多的客户能够随时随地享
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总行营业
部工作人员曹鑫回忆起几天前的一次
服务场景，仍旧充满自豪。6 个校部、
1100余名教职工，6天时间全部办理完
毕，这是不久前为临汾市某中学教职工
办理代发工资开卡业务的骄人成绩。

“年初了解到该校希望在我
行为学校教职工办理代发工资开
卡业务，我们就立即组织员工前
往学校，将便民金融服务送进校
园。”营业部总经理刘慧芳介绍，
了解到时间紧任务重，他们立刻
联系互联网金融部紧急调拨3套
移动展业设备，组织辖下四个网
点的工作人员轮流办公，确保全
天金融服务不停歇。展业机前人
头攒动，校园里便民服务正在上
演。核对信息、办理开卡、下载手
机银行、微信绑卡……现场全员
多人协作、分工有序，以平均2分
钟办结1笔办卡业务的金融一条
龙服务，凸显出业务办理效率的
加速度。期间共计成功办理密码
修改、信息维护等其他业务 900
余笔。这一先进、便捷、高效的金
融服务，也得到了校方和老师们
的充分肯定与一致称赞。

据零售业务部总经理马兵介
绍，移动展业设备的投入使用不
仅可以将金融服务送到学校，还
可以送到企业、商铺，更能送到偏
远乡村、田间地头，送到所有有需
求的老百姓家中，实现全市城乡、
社区、街道、家庭全覆盖，将金融
服务送到千村万户，真正打通了
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
一线员工纷纷表示：展业设备
的投入使用让工作人员的业务
效率更提升、服务更细致，更拉
近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这是
该行践行落实“三强一转”专题
教育和竞赛活动内涵的有力举

措。在开拓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改
善城镇企业和居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上，尧都农商银行充分发挥“移动展
业”的作用，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延
伸服务半径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

在翼城县城的解放街上，一个很不显眼的银行网点内，
每天有着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这是翼城联社解放街信用
社的日常。在“首季开门红”期间，这个小小的网点发挥了巨
大的潜力，全员打下坚实业务基础，用心用优质的服务，打
响首季“第一炮”。

技能为“骨架”
解放街信用社所在的辖区，金融机构数量多，市场竞

争激烈，如何逆势突破？这是信用社主任翟卫丽一直思考
的问题。

“2019年4月，我们从原来规模大、客源固定的位置，搬
迁到现在这个规模小的新址，损失客源的同时，面临着开拓
市场的压力。恰逢那年联社举办营销技能的培训活动，经过
对营销策略和思路的学习，让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信心，为拓
展新市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办法。”翟卫丽表示，为了尽快
打开市场，有了思路还不够，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技能支撑，

“客户前来咨询，如果因为我们的业务不熟练，给客户留下
了不靠谱的印象，这样的营销就大打了折扣！”

日常学习、日常练习、日常考核……这样密集式的技能
提高策略，让员工打好基本功，让营销“不费力”。“为了稳住
存量客户，我们电话营销时都会采取有策略的话术，当然成
功的前提是，得让客户觉得我们提供的服务对他们是有利
的。”翟卫丽回忆，就在刚刚打开市场一年后，网点门前道路
开始大修导致人流量骤减，给“首季开门红”的开展带来了
又一次挑战，坚持不懈的营销成为必备的工作。

业务做“血肉”
“其实这些业绩，不是说靠短时间内营销就能成功的，

这都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得好，打下了优质口碑的基础。”
大堂经理孟婷婷感慨地说，整个网点共5名员工，每个人都
是团队重要的一部分，坚守营业厅和入户营销的人，都在努
力完成自己的工作。“翟主任几乎每天都在坚守岗位，在她
的带领下，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干好每项工作！”

考虑到天气寒冷，解放街信用社就专门提供上门服务；
考虑到周边商户零钱需求较多，他们就想尽办法为商户提
供帮助；考虑到获得客户的信任，他们竭尽所能满足需求。而这些努力也换来了
令人欣慰的回报。截至目前，解放街信用社存款余额1450万元，在全县网点排名
中位列前茅。

为了提高业务水平，解放街信用社每天晨会、夕会分享经验，周六业务考核，每
月业务学习，为的就是让回归业务深入人心，更好地做好服务。

服务化“灵魂”
翟卫丽说，一切业务的关键还得拼服务，用心服务是必胜的法宝。
对于营销，综合柜员裴晓娜也有自己的办法。“把客户当朋友的处，设身处地

的为其着想，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自己的真心换客户的信任。”1月 20
日，市民赵先生来到裴晓娜所在的窗口，将自己他行的 50万元存款转到自己解
放街支行的账户上。原来赵先生常年做药材生意，早已和解放街信用社结下了缘
分，以往都是小额的资金业务，多年来感受到他们用心的服务态度，让他决心将
自己的资金放心地存在解放街信用社。

“你们服务态度真好！”“就跟家人一样，给你们点个赞！”……客户这样的赞誉
温暖了彼此的心，让一份份业绩成为用心服务的答卷，为“首季开门红”活动添彩。

为地方发展注入金融为地方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活水””
——襄汾农商银行支持县域经济纪实

本报记者 刘文军

小网点的“大能量大能量”
本报记者 刘文军

曲沃农商银行城关支行——

倾心抓营销 压力变动力
本报记者 刘文军

近日，安泽农商银行以“开门红”活动为契机，坚定本土银行的定位，将辖内客
户满意作为发展的目标，从客户需求入手，强化窗口服务，贴近客户产业发展，让服
务更加贴心。图为杜村支行工作人员正在为客户讲解金融知识。 本报记者 摄

青春无悔绽芳华
本报记者 潘华玲

本刊邮箱：lfrbnxzk@163.com 本版责编：高 洁 本版校对：武雯燕

吉县农商银行以“三强一转”活动为抓手，扎实开展入户进企工作，制定“一
户一策”的服务措施，强化宣传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图为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宣传。 本报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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