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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长、一起分享”是吉林银行的
文化理念。仅仅八个字就涵盖了“开放
的心态、诚信的品质、热情的服务、高效
的运营、精细的管理、优秀的团队为客户
提供一流的金融产品,帮助客户实现成长
的梦想”的核心理念。

“使员工成长、让客户信赖、为股东
增值、尽社会责任”是企业使命。其中，

“让客户信赖”和“尽社会责任”是我们更
为关心的话题。因为，做到了恪守信用、
不断创新，以热情的服务态度、熟练的服
务技能、灵活的服务方式、领先的服务产
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赢得客户的信赖，
才算人民满意的银行。而做品格健全、
受人尊敬的银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承
担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服务和谐社
会。才彰显了吉林本土银行服务家乡发
展的特殊“情结”。

2018 年以来，吉林银行辽源分行始
终以深入贯彻落实总行“七大战略”、发
展“五大金融”、提升“四大实力”为总体
工作思路，以构建分行“两个中心”“两个
尊敬”为经营发展目标，通过全面实施精
细化管理模式，努力扩大经营发展规模，
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步伐，不断优化信贷
资产质量，坚守风险控制和合规经营底
线，各项工作均实现了持续健康的发
展。截至 2018年末，吉林银行辽源分行
资产总额 106.43亿元，较年初增加 14.43
亿元，增幅 15.69%。各项存款总额 90.7亿
元，较年初增加 10.9 亿元，增幅 13.86 亿

元，增幅 15.56%，贷款规模居辽源地区同
行业金融机构首位，存、贷款比例达
113.5%。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论大企业
还是小企业，只要失信，迎来的必将是

“惩戒”和“受限”。
合规风险管控工程，已列在了吉林银

行辽源分行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2019年
的工作计划中的头条。包括强化合规——
风控责任意识；要把好客户准入关，避免

“病从口入”；严格落实审批条件、加强出账
审查，有效降低操作风险；严格落实贷后管
理的各项规定，做到贷后风险早发现、早防
范、早处置；加大逾期贷款清收。对于违约
或逾期贷款的小企业有清收计划，而对于
诚信的小企业，也有更多、更好的贷款产
品。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较具有代表性
的产品有：“流动资金循环贷”“吉税贷”

“周转贷”等产品。
对注册资金 3000万以下的小企业贷

款避免“病从口入”。对注册资金 3000万
以上的大企业的贷款，吉林银行公司银行
部更是严控授信风险，有效调整授信结
构。该部门客户经理告诉记者，银行与客
户就像鱼和水，只要彼此有诚信就谁也离
不开谁。在此前提下，只要客户有需求，
他们就会做到有求必应，而且主动上门服
务。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客户，同
时也是为辽源的经济发展加油助力。作
为本土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银行部门，没
有理由不全力为家乡企业服务。

企业要想长足发展，首先要有诚信。因
为信用记录关乎着企业的生死。对于已有
不良记录的企业，融资、贷款全部受限，严重
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对于有良好记录的企
业，银行会主动服务，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
急。缺资金给贷款，想融资给安排。

建设银行将“诚信”作为核心价值理念
和安身立命之本。以依法合规、稳健经营
面对市场监管主体（国家），以良好道德、优
质服务面对市场交易对象（客户），以遵循
行规、提高本领面对市场竞争对手（同业），
将“诚信”的理念变为实际行动，贯彻到经
营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实际工作中，采
取了以下做法：一是完善体制机制。二是
建立健全制度，严格规范领导人员和员工
的从业行为。三是加强宣传。四是以客户
为中心，将“诚信”理念融入到优质服务中，
规范服务行为，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理务。
五是严格执行，用纪律维护诚信。

近五年来，建行辽源分行累计为全市
项目建设融资160多亿元，支持骨干企业和
重点项目22个。贷款规模多年保持国有四
行首位，成为助力辽源经济发展的重要金
融力量。持续支持东北袜业园、厚德食品、
唐豆豆食品、巨峰生化等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

以东北袜业园区为平台，批量扶植培育
袜业企业，累计为园区提供各类信贷支持16
亿元，支持了园区400多家中小企业，间接实
现上万人就业。目前为袜业园3家核心公
司授信合计4.67亿元；为金翼蛋品集团授信
4亿元。支持企业建设了蛋鸡养殖基地，并
不断提升产能、研发新产品；目前，唐豆豆食
品有限公司在建行辽源分行贷款余额为

9737万元。为解决企业自有房屋和土地抵
押担保不足的融资难题，为其创新了“存货
监管”的担保方式，将企业的松籽、松仁等原
料作为存货担保，跨越了企业抵押物不足的
障碍。还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为该公司
上游客户授信，2010年至今，累计为企业提
供信贷支持10亿元以上；巨峰生化系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行辽源分行为其贷款
5亿元，助力企业在2015年市场环境萎靡之
时走出经营困境，该企业现成为中石化供应
商。

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下真功夫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研发推出“袜业贷”

“袜业增信贷”“袜联融”等多项产品，累计为
袜业园区内小微企业发放贷款4.2亿元；利
用大数据技术，大力拓展“小微快贷”“云税
贷”等普惠金融产品。截至2018年末，小企
业表内外贷款余额5.2亿元，贷款客户145
户，其中：普惠金融口径贷款余额2.81亿元，
较2017年较大幅度增长。

今年年初，辽源建行行长刘志民走访带
队主动到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走访，上门
服务。最后为“城区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工
程”“寿山净水厂及配水管网工程”等7个涉
及总投资26.91亿元的项目作为辽源建行的
重点营销项目，预计其融资额度18亿元。

2019年，建行辽源分行将再接再厉，助
推辽源经济发展。

积极参加“金融助振兴——吉林行动”，
为重点项目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做好
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项目。精准对接县域
扶贫项目。落实中央支持民营经济部署，大
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配合“建设智慧辽
源”的战略部署，持续推进“金融科技”服务。

辽源农村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辽源农商银行），成立于 2012年 11月，
是我市首家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的农村
商业银行，也是我市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
金融机构。该行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和省联社党委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银行
辽源市中心支行、中国银保监会辽源监管
分局的指导帮助下，在辽源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始终坚持“立足辽源、服务大众”
的经营理念，全力投入到服务“三农”、服务
社区居民、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事业当中。在我市金融领域地
位不断提升，已经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持力量之一。

截至2018年末，该行共计设立下辖营
业网点 20家，员工 294人。资产总额 54.5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2.5亿元，比2018年初
净增 3.9亿元，增幅 13.7%。负债总额 50.5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7.9亿元，比年初净增
3.89亿元，增幅11.4%。成立以来累计缴纳
各项税费2.1亿元。

辽源农商银行始终贯彻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助
力小微企业的工作精神，聚焦主业，把小微
企业作为信贷支持重点。持续加大我市重
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保持信贷
投放水平，缓解民营企业融资不足；积极创
新金融产品，推行“无还本续贷”业务，拓宽
企业担保渠道，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完善定价机制，主动减费让利，减轻民营企
业融资负担。切实做到真诚与企业沟通交
往、真心为企业服务、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问
题。6年来累计发放各类贷款123亿元；累
计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113亿元。

辽源农商银行作为一家地方性金融机
构，对我市脱贫攻坚战有着义不容辞的社
会责任，在我市“五点双享两救助”精准扶
贫工作中，始终发挥带头表率作用。对精
准扶贫贷款实行利率下浮 40%的让利政
策，在为我市5312名贫困人口发放3.7亿元
扶贫贷款的基础上，积极参与“食用菌、蛋
鸡养殖、纺织袜业、光伏发电、农村电商、乡
村旅游”等六大产业扶贫项目，切实发挥金
融扶贫优势，在我市消灭贫困、实现同步小
康的事业中贡献了力量。

辽源农商银行坚持走管理精细化、收
入多元化、竞争差异化、服务特色化的发
展道路，根据客户金融产品需求多元化、
差异化、个性化的特点，创新优化了企业
循环额度抵押贷款、第三方监管存货质押
贷款、“袜业时代”系列贷款等信贷产品，
现有的 50多款贷款产品，能够满足我市

“三农”、城乡居民和企业的融资需求。“袜
业时代”贷款项目还荣获了中央金融团工
委“银团合作”优秀项目奖。在电话银行、
短信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
行、直销银行等现代渠道业务的基础上，
推出保管箱业务，是全市唯一一家实现24
小时服务的全自动保管箱，实现差异化经
营。

新时代孕育新机遇、提出新任务、赋予
新使命，辽源农商银行将坚定“立足辽源、
服务大众”的市场定位，与支持辽源地方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从实际出发，全身心的投
入到我市转型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伟大事业当中，努力打造
辽源本土的金融品牌，为我市实现高质量
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金融机构——
愿为辽源经济发展和诚信企业做“嫁衣”

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招商引资，投资项目运转得好不好
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投资人的诚信运作以及金融部门的资金
助力。我市招商引资的步伐日益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对于招商项
目大力扶持，有政策、有行动，充分体现了辽源是个亲商、爱商、适合
投资的好地方。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金融机构，看到了他们一
直努力地为我市的城市发展建设和诚信企业做“嫁衣”。

建设银行辽源分行：

全力支持辽源经济建设与发展

吉林银行辽源分行：

本土银行服务本土企业

辽源农村商业银行：

坚持回归本源 履行责任担当

稿件由本报记者 王超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征 文
为弘扬辽源诚信精神，助力

辽源城市发展，打造辽源更加和
谐的发展环境，展现辽源百姓

“人人讲诚信、事事要诚信”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辽源日报》现
面向辽源广大市民征集有关诚
信的文章，可以讲述身边诚信故
事，畅谈诚信与城市发展的重要
关系，呼吁更多人重视诚信问
题，争做拥有诚实守信优良品质
的好市民、好企业、好商家……

征文要求：文章以诚信为主
题，内容健康向上，体裁、字数不
限。

来稿请发邮箱：
zhuankanbu@163.com
邮箱主题前标注“诚信征文

投稿”。

诚信小故事

一诺千金
秦末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

许多人都同他建立起了浓厚的友情。当时甚至流传着
这样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
成语“一诺千斤”的由来）后来，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
悬赏捉拿。结果他的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惑，而
且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缍使他免遭祸殃。

一个人诚实有信，自然得道多助，能获得大家的尊
重和友谊。反过来，如果贪图一时的安逸或小便宜，而
失信于朋友，表面上是得到了“实惠”。但为了这点实惠
他毁了自己的声誉而声誉相比于物质是重要得多的。
所以，失信于朋友，无异于失去了西瓜捡芝麻，得不偿
失。

因失信而被淹死的富商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

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
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 100 两金子”。待被救上
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他只给了渔夫 10 两金子。
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
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
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
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
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
次翻船而遇同一渔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
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别人对
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
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延伸阅读

关于诚信的诗句
1.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化。《礼记·中庸》
只有天下最真诚的心才能感化人。
2.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真诚，是自然之理；心地真诚，是为人处世之理。
3.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周易·家人》
言：言谈。物：实际内容。行：行为。恒：恒心。君子

说话有根据，做事有恒心。
4.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孔子

语》
君子用行动来说话，小人则光说不做。
5.处己、事上、临下，皆当如诚为主。明·薛瑄《读书

录》
衡量自己，服膺上级，领导下属，都应当一概以真诚

为准则。
6.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唐·韩愈《原

道》
正心、诚意：使心思纯正，意念真诚。将：打算。有

为：有所作为。想有所作为，必须真心诚意。

信用之门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