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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王家琪 报道）为普及
反假货币知识，营造良好的货
币流通环境，进一步提高广大
群众的假币鉴别能力和反假
意识，近日，招商银行滨州分
行积极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活
动。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4家
营业网点统一滚动播放宣传
海报、宣传视频，利用业务等
候时间发动客户开展反假知
识答题，向客户介绍竞答中
的反假币知识，主动发放宣

传折页向客户介绍人民币
相关知识。招商银行滨州
分行还采用离行宣传的方
式，主动走进商超、社区开
展现场宣传，通过现场悬挂
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反假
币手册、人民币防伪知识等
宣传折页，重点针对使用人
民币频繁、辨别能力低的老
年群体进行宣传，介绍如何
识别假币、如何识别假币骗术
及制贩假币、非法持有假币的
危害等反假货币知识。

招行滨州分行
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通讯员 颜前进 报道）今年以来，邹
平农商银行将开展零售类贷款营销
活动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重要内容，累计走访营销客户
320余户，发放贷款4241万元，有效

解决客户紧急资金需求。
该行有效简化贷款手续，通过现

场采集、无纸化办贷、移动办贷等手
段，尽量简化客户提供资料，减少客
户“跑银行”的时间和次数。缩短贷
款办理时间，去除繁琐流程，在符合

放款条件的情况下，在一周内完成调
查、审查、审批和放款工作，有效解决
客户紧急资金需求。拓展担保方式，
通过采取与担保公司合作、知识产权
质押等方式，解决中小企业无抵质押
物的难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

过与政府部门合作，发放“科技成果
转化贷”，锁定利率上浮幅度；大力推
广企业专利产权质押，借助财政贴
息，有效降低企业财务负担。

邹平农商银行开展零售类贷款营销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陈明 报道）今年以来，按照中办、
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的意见》，无棣县税务局积极贯彻落
实“首违不罚”制度，运用说服教育、
提示提醒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促进
税法遵从，在柔性执法中显现温度，
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

“税务部门现在的柔性执法太暖
心了！”无棣县睿诚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梁同雁说。据介绍，该公司今年

刚刚成立，因工作疏忽，梁同雁错过
了申报期，她非常担心逾期处罚会影
响企业的纳税信用和融资贷款资
格。但没想到的是，由于企业逾期申
报属于首次违法，且情节轻微，如在
限期内改正，符合“首违不罚”的条
件，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且不会影响
企业的纳税信用，当她完成补充申报
后，税务部门作出了不予处罚的决
定。“‘首违不罚’政策让公司免于处
罚，很感谢有这么一次纠正的机会，

我感觉税务部门执法更加有温度了，
今后我们一定按期申报纳税。”谈到

“首违不罚”制度，梁同雁深有感触。
今年4月1日起，《税务行政处罚

“首违不罚”事项清单》开始实施，规
定“对于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
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
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
罚”。无棣县税务局将落实“首违不
罚”清单制度作为优化执法方式、深

化征管改革的重要举措，积极运用说
服教育、提示提醒、宣讲辅导等非强
制性手段，不断增进税企互信，促进
税法遵从，为市场主体发展赢得更多
空间。

下一步，无棣县税务局将持续优
化税务执法方式，在充分保障纳税人
缴费人权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
纳税人满意度，降低办税缴费成本，
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助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

无棣县税务局落实“首违不罚”制度
运用说服教育、提示提醒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促进税法遵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通讯员 庄严 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农
商银行与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合作，打
造农商乡村服务平台系统，开启政银
合作新模式，将群众需求迫切的人社
服务、医保服务、金融服务、便民服务
等61项民生服务事项通过滨州农商

银行农金通推送到乡村街头，服务延
伸到村居的每个角落，实现了政务下
乡。

据介绍，农商乡村服务平台系统
遵循国家、山东省以及滨州市有关

“放管服”改革、“一网一门一次”改
革、互联网+政务服务、乡村振兴等文

件要求，以“服务下沉、振兴乡村、便
民惠民”为目标，让更多政务服务、金
融服务、便民服务向基层下沉，切实
解决群众办事难、跑腿多的现实问
题，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自系统上线以来，滨州农商银行
已在滨城区布放设备158台，覆盖辖

内450余个行政村，满足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办理业务的需求。截至目前，
滨州农商银行各服务点共办理人社
业务50余万笔，代理城乡居民养老
及医疗缴费金额0.32亿元，累计缴费
笔数达10.13万笔。

滨州农商银行开启政银合作新模式
与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合作，打造农商乡村服务平台系统，将61

项民生服务事项延伸到村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
者 樊飞 通讯员 位志超 孙萌
茜 报道）今年以来，惠民农商
银行成立“金融辅导工作队”，
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走访调研，
了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为企
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助
推产业兴旺、乡村振兴。

位于辛店镇张集村的惠
民县东宏牧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肉牛养殖的
企业，现饲养肉牛200余头，
该企业负责人张景波是辛
店镇养殖专业大户。在前
期客户经理走访对接过程
中了解到，该企业欲扩大经
营规模但存在100余万元资
金缺口，客户经理详细考察
了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结合企业融资金额大、找担
保难的实际，向客户推荐了

“鲁担惠农贷”。按照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原则，惠民农商

银行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
道”，为其定制了信贷支持方
案，很快，该企业顺利获得了
100万元的信贷资金。“在困
难的时候，多亏了咱们惠民农
商银行的鼎力相助，不但解了
燃眉之急，还帮我们产生了可
观收益，非常感谢农商银行员
工的贴心服务。”张景波激动
地说道。

近年来，惠民农商银行主
动上门，逐户了解金融服务需
求情况，持续优化贷款发放流
程，简化贷款审批手续，着力
提升金融供给能力和贷款投
放精准度，不断为县域经济发
展注入“金融活水”。截至9
月26日，惠民农商银行已辅
导企业37家，提供信贷资金
支持 7000 余万元。今年以
来，新发放乡村振兴类贷款
6560户、金额13.07亿元，涉
农贷款余额70.11亿元。

惠民农商银行
“金融辅导工作队”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打造一支队伍、形成一个声音、统一一
个步调……国庆节来临之际，邹平市魏桥
镇在全域范围内开展“迎国庆·向党说句心
里话”主题活动，结合日常工作开展谈心谈
话，努力营造顺心、静心、安心的工作环境，
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切实推动各
项重点工作开展，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落实落地。

从9月26日开始，魏桥镇领导率先垂
范，利用五天时间，紧紧围绕“谈工作、讲担
当”“谈纪律、守规矩”“谈团结、顾大局”“谈
奉献、有作为”四大方面，面向全镇300多
名机关干部，分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中层站
所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3个岗位层次开
展一次深层次的谈心谈话。

监督关口前移，创新采用
“话疗”方式防控廉政风险

一面党旗唤醒初心，榜样楷模正向激
励，反面典型引为镜鉴，文化元素浸润心田
……走进魏桥镇廉政谈话室，简洁、严肃、
平等、关怀的气氛扑面而来。9月26日，廉
政谈话室内，镇党委书记孙健正在和纪委
书记宋强进行谈心谈话。

“今天组织全体机关干部一起收看了
警示教育片《任性局长的双面人生》，让我
们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撼和教育。国庆将
至，纪委一定要利用好此次主题活动，以廉
政谈话作为抓手，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问题发生。”

注重源头教育引导，拧紧廉洁从政“发
条”。魏桥镇把此次“迎国庆·向党说句心
里话”主题活动作为加强党员干部党风
党纪教育，以及警示提醒、教育挽回的过
程，做到潜在问题早发现，露出苗头早提
醒，发现违纪早处理，真正防止党员干部

“小错酿成大祸”。面向全镇副科级以上
机关干部采取“一对一”廉政谈话方式，
对中层站所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采取

“一对多”的谈话方式，对有轻微问题、苗头
性问题反映的党员干部采取“一对一”提醒谈
话的方式。针对全镇82个村400多个农村
干部，则以责任区为单位，分10个批次进行
集体谈话。

“作为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做任何
事情一定要依法依规，严格按照制度来办
事，特别是重大事项申报，一定要规范再规
范，同时还要做好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工
作时间一律不准饮酒。”

“谢谢组织的关心和书记的提醒，我在
工作中确实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差点
犯了错误，我一定尽快弥补，认真完成好党
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规范流程，严
于律己。”

该镇一责任区党总支书记发现某村书
记在重大事项申报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行
为，工作积极性也有待提高，采取谈心谈话
的方式，为村干部上好廉洁履职“第一课”。

谈心谈话过程中，对每位党员干部有
针对性地提出意见，系统性地建立“廉政谈
话台账”，定期对谈话人员进行思想动态跟
踪和反馈，切实改变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存
在的“四不”现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

“高压线”。

此处有声更有情，“交心式”
谈心谈话有深度更有温度

“你最近工作任务比较重，咱镇上重点
工程项目比较多，再加上路域治理和创城
工作，不容易啊。”镇党委书记孙健与镇党
委委员、副镇长穆开武谈话时的一番开场
白，让谈话对象瞬间心底暖流涌动。

“作为新任职的干部，一定要严格执行

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歪
风邪气，严格约束自己。同时，充分展现年轻
干部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新时代精神风貌，
为全镇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感谢领导的关心和爱护，我一定不负
组织重托，不断加强学习，迅速发展成长，
多向领导学、向同事学、向群众学，在下一
步工作当中发挥自己的优势，用智慧和汗
水扛起责任担当。”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晋在同副镇长
孟钰迪谈话时，更多的是对年轻干部的关
怀和期望。

谈心谈话有温度，凝心聚力共提升。
在主题活动开展过程中，魏桥镇念好“活”
字诀，紧紧围绕谈话对象实际情况，灵活运
用政治上关心关爱、纪律上提醒教育、心理
上人文关怀等，面对面零距离交心式恳
谈。在开展谈话前，每一名谈话负责人都
充分了解谈话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工作

经历、思想动态、谈话缘由等，提前列好谈
话提纲，确保谈话精准切入、有话可谈。谈
话时，既谈思想、谈工作，又谈生活、谈家
庭，既充分肯定成绩，又不回避问题，用有

“温度”的谈话引导干部主动敞开心扉，形
成“良性互动”。针对不同的谈话群体和谈
话对象设定不同谈话内容，对新任职干部
重点谈廉洁从政，侧重勉励和期望，对任职
时间较长的干部侧重暖心提醒和创新发
展，对思想波动较大的村“两委”干部，有针
对性地制定一般提醒、苗头警示等谈话内
容，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进行“早期干预”
和纠正。

此外，此次谈话更加注重惠民政策落
实、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等关键环节，对全
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工作上进
行指导、生活上多多关心、作风上勤加提
醒，用廉政谈话这一“小切口”推动监督
全覆盖，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接受一次

凝心聚力的思想洗礼，完成一次勇于担
当的政治淬炼，收获一份甜蜜的温暖，在
全镇范围内掀起一次负压前行、干事创
业的新高潮。

强化谈话结果运用，做好
“后半篇文章”

“宣传文化部门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
人民群众的‘喉舌’作用，最近我们镇上创
城、安全环保、秸秆禁烧等各项工作如火如
荼地开展，一定要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
见性，及时进行宣传报道。”

“最近我们工作确实比较多，文明村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创建工作任务比较重，我
们更多的侧重这一块了，宣传工作力量不
足，确实有些滞后了，我们尽快调整思路，
跟上步伐。”

镇党委书记孙健从近期的宣传文化工
作入手，与镇党委宣传委员郝海霞进行谈
话，既有关心关怀，也有敦促帮助，为下
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思路。随后，
郝海霞及时与宣传文化工作人员进行

“一对多”谈话，倾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群策群力，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迸发出智
慧的火花。

见人见事见思想，同心同向聚合力。
镇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谈，副科级领导干
部与各站所谈，责任区党总支书记与各村
主职干部谈。在镇领导干部的带领下，魏
桥镇全体党员干部敞开心扉、坦诚相见、畅
所欲言，每个人都诉说着自己关于下一步
工作的想法和思路，营造了顺心、静心、安
心的工作环境，推动形成团结实干、担当作
为的良好工作氛围。

一石激起千层浪。“迎国庆·向党说句
心里话”动员大会召开后，领导干部、机关
干部、村干部纷纷行动起来，真抓实干、奋
勇争先，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一股比实干、比
作为、比担当的良好风气。9月26日，孙健
冒雨到魏桥大沟、郑一沟巡河，查看河流水
质和水位上涨情况，为防汛工作做好充分
准备，下午随即马不停蹄带领环保专班到
企业督导巡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9月26
日晚10时，镇财经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强
带领值班人员进行环保夜查，常抓不懈、警
钟长鸣；9月27日一大早，镇城管办联合魏
桥执法中队冒雨联合执法清理店外经营、
违搭乱建行为……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干群一心，魏桥
镇以此次“迎国庆·向党说句心里话”主题
活动为契机，以新思想凝聚新合力，以新作
为建功新时代，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担
当、严守规矩、砥砺前行，昂首阔步谱写“水
韵魏桥智汇铝城”建设新篇章。

镇党委书记孙健与机关干部谈心谈话。

分管领导与部门工作人员谈心谈话。 工作人员进行环保夜查。

迎国庆 话担当 守规矩 讲奉献 比作为

魏桥镇300多名机关干部“向党说句心里话”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高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