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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2020年中心城区

城建计划公布

导报讯(记者 谢卫振)近

日，德州市政府出台《2020年

中心城区城建计划》，提出德

州2020年中心城区城建计划：

安排民生改善、公益事业、市

政设施、生态环境、安全保障

等5大类71个项目，年度计划

投资约117 . 49亿元。

按照建设主体划分，市级

项目45个，年度计划投资48 . 69

亿元。区级项目26个，年度计划

投资68 . 8亿元。其中，德城区投

资23 . 89亿元；陵城区投资12 . 17

亿元；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

资26 . 76亿元；运河经济开发

区投资5 . 98亿元。

德州财金集团

为商户减免3个月房租

导报讯(记者 谢卫振)近

日，德州财金集团发出告知

书，为承租集团本部的经营性

资产用于经营的中小企业、个

体工商户减免2020年2月至4月

的房租。已经交付2020年第一

季度租金或半年度租金的租

户，租金顺延3个月。已经交

付本年度全年租金的租户，按

合同提供汇款信息，退还3个

月租金。对确实存在资金支付

困难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适当延期收取租金。

面对突发疫情，该公司充

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担当精神，

迅速出台了对部分商户实施房

租减免的方案，与商户一起共

克时艰，共抗疫情。

“绿色通道”助力

企业进口防疫物资

导报讯 2月8日，中行德

州分行为辖内某进出口企业办

理国际汇款业务21 . 5万欧元，

用以进口防疫物资医用口罩10

万件，该笔业务是德州地区首

笔跨境防疫资金汇划业务。

据了解，中行德州分行交

易银行部在接到企业办理业

务的咨询电话后，迅速启动

疫情期间跨境汇款应急方案。

在外汇局领导和业务专家的

指导下，德州中行为企业打

通紧急汇款“绿色通道”，对

购付汇手续进行简化。当天下

午 4点半，企业购汇资金到

位，德州中行相关人员5人20

分钟内全部到岗，顺利将企业

资金划出。(杨国颂 夏胜菊)

E 太阳城事
Tai yang cheng shi

◆记者 谢卫振 通讯员 赵庆川 孙贤

为进一步做好重点项目和生产企业

节后复工工作，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结

合实际，详细安排部署，明确该区工业

企业复工审批流程，严把复工后企业疫

情防控监管各个环节，开通绿色通道，

项目审批网上办，创新方法当好“服务

员”。经开区有关部门，深入企业一

线，主动上门服务，指导企业做好疫情

防控，了解企业当前面临的难点、痛

点，协调解决企业复工需要的生产要素

保障，最大程度除掉企业复工复产的

“拦路虎”，实现开工申请一天得到批

复，有序推动重点项目和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

同心协力，筑牢疫情防控底线

伴随着起重机的轰鸣，又一根循

环水管道成功吊上动力厂房的房顶。

近日，在山东有研半导体大尺寸硅材

料规模化生产项目的建设现场，是一

片忙碌的景象，现场有40多名工人在

紧张地施工。“我们春节期间没有休

息，一直在工地赶工期。”工人李翔向

记者说道。

而在另一边，山东有研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常青，一边叮嘱施

工人员注意安全，一边查看防疫措施的

落实情况，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安全

隐患。

据了解，山东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

公司在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集

成电路用大尺寸硅材料规模化生产项

目”是德州东部城区创新组团的龙头项

目，已被省政府列为2019年省级重点项

目第一位。该项目2018年7月份签约，

从审批到开工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

省、市、区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从

2019年3月19日开工建设，土建主体结

构仅用9个月便顺利封顶。

春节前后，项目建设未停工，项目

组成员一直坚守在岗位，轮流值班督促

施工方按计划进行项目建设，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将

他们的计划打乱。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项

目组制定了详细的疫情防控实施细则，

要求监理方和施工方管控好现场人员进

出，将项目参建人员划分在建人员、新

增人员、运输车辆人员三类区别管理，

对现场所有人员进行实名制管控，固定

务工人员清单，杜绝未备案人员进入施

工现场。

“春节期间，我们土建施工方和机

电施工方共 2 0 0 余人在现场持续施

工。”常青介绍说，在管控人员进出的

同时，项目组每天上报实际到场人员名

单及体温测试情况，对办公区、生活区

消毒，并要求所有入场人员必须佩戴口

罩，注意做好个人卫生。为减少现场施

工人员与外来人员接触，项目组还在施

工现场搭建临时住所，并安排专人保障

施工人员食宿安全。

然而，疫情对建设原材料供应产生

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土建所需的混凝

土。受疫情影响，开发区以外不少厂家

停止生产，且混凝土的运输相对困难，

工期因此延误超过一周。目前，在该区

科技局的帮助下，项目组正积极协调位

于开发区内混凝土生产厂家，以保证土

建施工原料的供应。而且，该区相关领

导还专门到项目施工现场慰问员工，了

解项目在建设及防疫方面所遇到的困

难，并送来消毒水、口罩等防疫物。

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建设、机电设

备安装等工作有序推进。

加强保障，满足企业复工需求

针对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

不同情况，该区分类进行验收，优先保

障关系应急物资生产企业、食品药品生

产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企业开展

复工验收。

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

最大的食用菌生产企业，为保证疫情期

间的市场供应，企业向德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抬头寺镇政府提交了开工申请。

经开区抬头寺镇政府安监办环保办

主任王晓东介绍说：“提交到镇上之

后，我们当天就到企业进行查验，以最

快速度到开发区，然后第一时间把审批

文件送到需要开工的企业。”

仅一天时间，开工申请就得到了批

准。雪榕生物立即投入生产，目前各类

菌菇日产量达到300吨。

山东德克鼓风机有限公司也遇到

了类似难题。2月4日，该公司接到一

份《供货通知》，要求以最快的速度

为武汉雷神山医院赶制300台套风机系

统。可公司一时还不具备开工条件。

德州经开区新能源促进局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完

善开工资质证明，企业也为复工生产

积极做着各项准备。2月10日，德克鼓

风机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开足马力，压

缩工期，与时间赛跑，确保按时保质完

成生产任务。

据了解，为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经开区对工业企业复工程序和疫情

防控做出了明确要求，申请复工的企业

要按照“九个必须”“五个到位”“四

个坚持”和“三个不得”的要求，成立

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制定防控工

作预案，建立完善的疫情防控机制。

截至2月14日0时，经开区已开工生

产企业57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2

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44 . 44%，预计

本月19日开工率可达到80%以上。下一

步，经开区将继续按照工业企业复工工

作流程做好其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

工验收工作，力争2月底前完成所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验收，尽一切可能

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德州经开区精准施策开辟绿色通道

57家企业复工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德州农商银行党委

认真贯彻落实省联社和德州审计中心“进一步强

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要求，全

面做好对疫情防控领域信贷支持工作。

黄河涯镇的杨先生经营一家专门生产、销售

防疫消毒剂的公司。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公司接

到大量的订单，杨先生却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

买原材料，订单的按时供应遇到了极大困难。

2月8日下午，德州农商银行公司一部在梳理

名单、逐户对接中得知杨先生这一困难后，立即

向总行党委汇报。总行党委高度重视，立即安排

德州农商银行一部和与该小微企业距离较近的黄

河涯支行进行实地走访，本着“特事特办”的原

则，立即开通贷款审批流程绿色通道，安排相关

部室密切配合专人跟进。于当天下午为小微企业

法人发放了贷款30万元，从客户提供相关资料到

完成贷款发放，全程仅用时30分钟。 (李德洋)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农发行德州市分行

勇担社会责任，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强化信贷支

持、优化金融服务，积极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该行积极对接山东省重点调拨防控疫情物资

生产企业名单，主动了解企业资金需求，按照

“急事急办”原则，启动信贷业务管理应急通

道，累计对接相关企业15家，为有贷款意向的疫

情防控企业制定专属服务方案，优先办理，保障

防疫融资需求到位。发挥政策性银行职能，保障

信贷资金正常供应，2月3日以来，全辖累计发放

棚改贷款2 . 4亿元、城乡一体化贷款0 . 4亿元用于

支付项目建设工程款，有力保障了疫情期间民生

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应。

认真执行上级行关于减免受疫情影响地区金

融服务收费的通知要求，进一步降低了在该行

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了企业

抗击疫情的能力和信心。 (李建忠 魏秋影)

德州农商银行：

“抗疫快贷”30分钟放款

农发行德州市分行：

优化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农行齐河县支行：

隔空拓展信用卡分期业务

E 金融视窗

近期，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农行齐河县支行在积极防控疫情的基础上，克服

困难，强化措施，组织员工大力营销信用卡外呼

分期业务，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月10日，该行

外呼分期累计次数达1400余次，成功295笔557万

元。其中春节以来，外呼次数达1023次，成功

205笔367万元，转化率10 . 81%，成功外呼金额和

转化率均居全市农行系统第一位。

春节后，受疫情影响网点业务开办遇到困

难，该行积极谋划线上信用卡分期营销措施，首

先配置专门费用，配全配齐防疫物资，注意外呼

设备消毒防疫，同时避免人员聚集。其次，要求

网点采取弹性排班方式，优选能力强的员工单兵

作业。同时，实行全行外呼资源共享，提高外呼

成功率，业绩每日在支行春天行动微信群公布，

形成了浓厚的外呼营销氛围。(宫玉河 王曙光)

山东有研半导体大尺寸硅材料规模化生产项目建设现场，医务人员正在为建筑工人测量体温 赵庆川 摄

经开区严

把复工后企业

疫情防控监管

各个环节，开

通绿色通道，

项目审批网上

办，创新方法

当好“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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