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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 携手共创未来

东莞工行与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东莞工行与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昨日，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向记者介绍，

近日， 该行成功举办“喜迎二十大、 永远

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保险金信托主题演

讲比赛， 紧抓保银协同新战略机遇， 不断

激发一线员工对保险金信托新业务的学习

热情。

比赛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共收到

51 个视频作品， 其中 6 位选手脱颖而出，晋

级决赛。在决赛现场，6 位选手通过模拟保险

金信托沙龙或模拟职场宣导等方式，声情并

茂、 生动形象地进行了保险金信托业务演

讲，台上选手表现精彩纷呈， 台下观众听得

聚精会神， 全场持续密切互动。 经过选手

们一番激情洋溢的演讲， 评委们最终打分

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名次。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

雷学武为获奖人员现场颁奖， 并表示， 分

行各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 加快掌握保险

金信托业务内容， 提升服务国寿高价值客

户质量， 教育引导青年员工争做“有理想、

有本领、 有担当” 的“三有” 青年。

下阶段，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将紧跟集

团公司党委、 总行党委“综合化经营” 发

展战略步伐， 全面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两

稳两控五提高” 的工作思路， 凝聚力量，

全力锻造分行客户经理队伍， 加快保险金

信托业务发展， 深化保银协同。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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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宋娜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政银企携手助

力农业农村发展。 6 月 20 日，中国工商

银行东莞分行（

以下简称东莞工行

）举

办了主题为《助力乡村振兴 携手共创未

来》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现场，东莞工行行

长熊焘与东莞市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

局局长、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吴美良签订

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通过发挥双方优势，做好服务“三

农”工作，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东莞农业农村更好

发展，随后熊焘与 8 位农业龙头企业代

表进行授信仪式。

助力乡村振兴 携手共创未来

吴美良表示，希望以本次签约为契

机，深化政府、银行、企业的紧密链接，

加大政策、资源、资金、人才的有效衔

接，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将协议转化为

行动，将愿景转变为现实，共同谱写东

莞市乡村振兴合作发展新篇章，实现互

利互惠、共赢发展！

熊焘在致辞中介绍，中国工商银行

东莞分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市委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部

署，按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

补、城乡融合”的总体思路，不断加大对

乡村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增强乡村基础金融服务功能，在“强产

业、补短板、夯基础”上持续发力，以实

际行动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今年以

来，东莞工行不断加强农村基础金融服

务，并在 5 月底实现首家“工银兴农通”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在长安厦边社区

落地，同时努力为农业企业、农业特色

行业、村组、“菜篮子”相关企业或农户

等提供一揽子普惠金融服务。

兴村，助力乡村宜居宜业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 为此，东莞工行加大对污水处理、

垃圾治理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领域的金融支持力

度，助力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受疫情影响， 东莞市某镇属企业，

在建设经营镇村联动发展项目动工后

面临开工率不足，工程进度缓慢，资金

消耗持续时间长等问题，项目建设经营亟

需资金周转，以保持项目开工正常运行。

据悉， 该项目是镇村的工业园项

目，由于该镇区当前达到该项目同等规

模的工业园较少，其他厂区规模、管理

及规划并未达到现今承租企业的要求，

东莞工行在上门拜访客户的过程中，了

解到客户的实际情况，第一时间为客户

制定融资服务方案，并根据客户实际情

况需求为其新增授信 6000 万元用于项

目建设，项目建成后有利于镇区大中小

企业的整合，并拟朝着品牌化、规模化、

集约化方向方展，助于实现美丽乡村建

设、镇区经济效益增长，同时也为村民

增收创收贡献了工行力量。

兴业，致力农业产业发展

近年来，东莞工行不断丰富产品种

类，努力拓展服务模式，满足乡村振兴

多样化融资需求，更好的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 为加大对农业企业或农户信贷支

持，该行针对农林牧渔业、农产品加工

以及农副产品流通、配套服务企业创新

推出“粤农 e 贷”；针对预制菜等特色行

业，创新“预制菜贷”产品；针对本地村

组、“菜篮子”相关企业或农户创新推出

“村组贷”、“东莞菜篮贷”产品，不断加

大对“工银兴农贷”等系列产品推广力

度，并积极探索推进“农业保险+履约保

险+银行融资”新模式，支持培育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兴民，满足村民便捷服务需求

强化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打通网点

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加大对乡村振兴领

域支持，东莞工行积极探索“网点+农村

普惠金融服务点”的服务模式，不断加

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 5 月 31 日该行首

家“工银兴农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在长安厦边社区落地，致力于为村组社

区、农村居民、农业种植户和农村生产

经营主体等提供服务，加快推动城乡联

动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提升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的市场辐射能力，据悉，今年

内该行将在东莞多个镇区建设 10 个

“兴农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努力实

现村企、村民“足不出村办业务”。

近年来，绿色低碳已经成为

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社

会共识。 近期，建行东莞市分行

结合第 32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工

作要求，积极开展了以“绿色低

碳 节能先行” 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 以实际行动落实碳达峰、碳

中和。

据悉，近年来，建行东莞市

分行按照上级行部署积极打造

“绿色金融”特色网点。 基于低碳

建设思路，在装修、改造过程及

后续运营中坚持绿色采购、降低

能耗，在布局设计上充分体现低

碳环保理念。 各种绿色元素的标

识，给予客户贴近绿色生态的清

新体验， 精心布置的绿色角落，

成了宣传低碳环保知识的绝佳

窗口，让每一个走进建行网点的

市民对绿色生活、绿色金融的认

知不断提高。

该行上下积极开展绿色低

碳宣传活动，利用网点电子门楣

等自有渠道投放“绿色低碳，节

能先行”“落实‘双碳’行动，共建

美丽家园” 主题活动宣传标语，

积极营造绿色低碳环保氛围；为

加强环境保护，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制作了一批废旧电池回收箱

放置在营业网点显眼位置，供员

工和客户投放废旧电池，定期送

至指定机构集中处理； 办公室

（

安全保卫部

） 党员前往水濂山

森林公园开展“青春心向党 绿色

低碳行”公益主题活动，提醒游客

文明出行，不乱停乱放、不随意抛

弃垃圾， 并积极主动清除堤坝上

散落的饮料瓶、 塑料袋、 瓜果

皮、 餐巾纸等垃圾和杂物， 用实

际行动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守

护生态， 守护家园； 信用卡业务

中心组织员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开展志愿服务， 对乱停乱放的共

享单车进行集中文明摆放， 坚持

做绿色环保的骑行者、停放者、宣

传者。

此外， 建行东莞市分行还积

极推行形式多样的绿色低碳行

动， 鼓励员工尊崇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 将节能低碳的理念实实

在在地融入工作、生活中。譬如发

布节能减耗倡议书， 倡导下班前

半个小时先关闭空调， 复印机等

办公设备长时间不用及时关闭电

源……； 提倡绿色办公， 以科技

化、信息化、无纸化办公方式，强

化落实日常节能减耗管理； 上线

智慧食堂 APP， 员工在小程序按

需点餐， 饭堂按点餐人数采购备

餐，倡导“光盘行动”，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对厨余垃圾定点回收，

做好餐厨废弃物再利用， 开展节

能燃气灶具和节水器具改造，深

入推广节水节电节油节气。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李建

6 月 20 日，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组织召开

“十四五”规划项目领导小组 2022 年第一次

会议，进一步推动分行“十四五”发展规划各

项工作量质并进。

会议传达学习了《金融标准化“十四五”

发展规划》《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

划》等文件精神，并审议《<广发银行东莞分

行“十四五”发展规划>推进实施方案》及《广

发银行东莞分行 2021 年度“十四五”规划执

行情况评估与展望报告》。

会上，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孙丽娜就奋力推动“十四五”规划提出四

点要求：首先，提高政治站位。 各条线要高度

重视，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

四五”规划推进落地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学

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分行“十四五”规划实施

的强大动力。其次，压实责任链条。分行党委

坚决扛起推动实施分行“十四五”规划的主

体责任。 党委书记带头严格履行“第一责任

人”职责，分管领导班子要认真履行“一岗双

责”，分行纪委要切实履行监督专责，确保分

行“十四五”规划有效有序落地。 同时，坚持

“一盘棋” 思想。 各单位要以总行规划为纲

领，根据总、分行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经

营预算，推动战略执行，做好承接、分解和落

实工作。此外，狠抓贯彻执行。分管领导班子

要增强大局观念，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力量

资源，严格过程管理，确保任务明确、措施得

力、工作见效。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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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保险金信托主题演讲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