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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23日起，苏州工
业园区胜浦街道开展第三
轮“四不两直”安全督查行
动，由街道安监办对属地各
社区“431”挂图作战开展情
况进行全覆盖督查。

胜 宣

近日，苏州工业园区胜
浦街道召开“飞线”整治攻
坚会，成立“飞线”整治领导
小组，巩固“331”专项行动来
之不易的成果。唐晓伟

常熟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小青
农”美丽乡村实践团积极响应“凝聚青春力
量，助力美丽江苏”号召，在常熟吕舍村和环
湖村开展“手绘乡村·青春行动”活动，志愿
者们用画笔为乡村增添美丽风景，利用文化
墙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让昔日旧貌变
成乡村文明新形象的宣传阵地。

借助此次手绘乡村活动，实践团成员深

入农村，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通
过寻访改革开放40多年间的乡村变迁史，感
悟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振兴之路，把最
真实的见闻与感受分享给全院青年，吸引更
多大学生参与，汇聚形成青年推动乡村振兴
的强大合力。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通讯员 沈菲儿

近日，苏州工业园区
胜浦街道中小学、幼儿园
分别组织开展学校疫情
防控演练，检验开学预案
的操作性，提高学校防疫
应急能力，用心为学生撑
起“保护伞”。 胜宣

她获得过苏州高新区有为好
青年荣誉称号，也是苏州建行优
秀共产党员、巾帼建功标兵，她是
石心玮，苏州新区东渚建行的网
点负责人。

石心玮好学上进，随着苏州
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她发现
自己服务的客群正从传统政府、
房地产客户为主，向苏州市先导
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集成电路等
客户转变。她就不断提升自己对
相关产业及产业客户的知识储
备，通过主动向书本学、向实践
学，深入了解行业动态，不断增强
对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趋势的研
判，同时紧抓客户需求，主动匹配
产品，跟踪进行营销，得到了区内
较多客户的认可。

疫情期间，某医用影像企业
胶片销售大幅下降、资金周转困
难，石心玮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
这一情况，立即采取行动，用极短
的时间为该企业完成了4000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的审批，成功帮
助该企业渡过难关，为该影像企
业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坚实后盾，
在疫情的寒冬中，让企业感受到
了银行人的温暖。

好的团队是提供良好服务及
扎实推进各项业务的基础，2020
年6月，石心玮被任命为东渚支行
副行长（主持工作），她充分利用
网点晨、夕会、员工谈话等时机加
强交流与沟通，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加深了解与合作。她知人善
任，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优势，凝

心聚力。在整个网点的共同努力
下，业务能力强的员工最大程度
地发挥了自身优势，业务能力薄
弱的员工在榜样带动下有了显著
提升。

“我曾经一度觉得非常迷茫，
虽然已经做对公客户经理一年
多，但一直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石行长来了以后，给了我很多鼓
励，最重要的是指导我养成了好
的工作习惯，并教会我如何服务
好客户、如何把业务做到实处。
当客户因为我帮他们解决问题而
向我表达感谢时，我很开心。”东
渚支行对公客户经理小林说。

石心玮明白，做好客户服
务，是提升团队执行力的重要抓
手。她有条不紊抓部署，身体力
行做实效，引导员工把各项工作
往实里做、往实效处做。她会为
了一个新落户企业营业执照注
册的事情，反复往返于客户及行
政审批局进行沟通；她也会为了
解决客户临时但又迫切的资金
问题，带着团队周末加班 28 小
时；她曾及时发现客户可能遇到
电信诈骗，有效劝阻为客户挽回
一百多万元的资金损失；她也曾
因为客户身患重病无法离开病
床而将柜台搬到了病床前……
在她的积极带动下，网点员工齐
心协力，努力为客户提供“有温
度的服务”。

石心玮的每一份成绩背后，
都是其不懈的拼搏努力；石心玮
的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金融员
工的勇敢担当。 建 雯

8月30日晚，中国光大银行发
布2021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光
大银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积极融
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新发展格局，突出财富管理和金融
科技特色，规模实现平稳增长，盈
利水平大幅提升，一流财富管理银
行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履行
央企职责使命

光大银行履行央企职责使
命，助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
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
6月末，该行绿色贷款余额1127
亿元，较年初增长 8.7%，其中清
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98亿元，较
年初增长 18.7%，均快于全行贷
款增速。

强化对制造业、民营企业支持
力度。6月末，该行制造业贷款余
额3308亿元，较年初增长6.0%；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224亿
元，较年初增长30.0%。民营企业
贷款余额7085亿元，较年初增长
8.2%。

全力支持普惠金融，按计划
完成“两增两控”监管目标。6
月末，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2206 亿元，较年初增长 17.9%；
普惠客户数38.1万户，较年初增
加7890户。

规模保持平稳增长，盈利
水平大幅提升

光大银行统筹安排各项信贷
资源配置，在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
求基础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
有效支持战略转型，促进资产总量
平稳增长。截至6月末，该行资产
总额达5772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4047亿元，增幅7.5%。

光大银行持续优化业务结构，
夯实各项管理基础，推动转型创
新，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上半年，
光大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70.4亿
元，同比增长 49.2 亿元，增幅
6.8%。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50.1亿元，同比增长8.7亿元，增
幅6.2%；中收占比达19.5%，保持
较高水平。实现净利润225.1 亿
元，同比增长 40.9 亿元，增幅
22.2%。

财富管理特色突出，客户
基础持续夯实

光大银行紧紧围绕“一流财
富管理银行”战略愿景，充分抓住
发展新机遇，突出财富管理银行
特色，加强渠道经营、客户经营、
产品营销和过程管理，充分利用
光大集团全牌照优势，做优零售
客户财富保值增值能力，做强企
业客户财富融汇组织能力，推进
财富管理3.0建设，打造具有财富
管理银行特色的客群体系，战略
执行效果显著。

2021年上半年，该行零售银
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19.7亿元，
占全行营业收入的41.5%，同比提
升 0.9 个百分点；零售管理规模
（AUM）达到20201亿元，较年初
增长5.3%，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
关；理财管理规模8771亿元，较
年初增长4.9%。公司银行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311.0亿元，占全行营
业收入的 40.4%。收入结构优
化，上半年实现绿色中收57.9亿
元，同比增长12.6%，其中理财中
收最为突出，同比大增 34.04%；
绿色中收占比7.7%，同比提升0.4
个百分点。

该行客户规模持续增长，零
售客户 13075万户，较年初增长
6.3%；其中私行客户4.6万户，较

年初增长 14.6%；财富客户突破
百万户，较年初增长5.3%。三大
APP 用户与月活数均实现高速
增长，手机银行、阳光惠生活与
云缴费总用户1.55亿户，同比增
长 63.9%，三大 APP 月活用户
3615万户，同比增长54.6%。对
公客户 83.1 万户，较年初增长
6.2%。

坚持金融科技创新，赋能
传统业务发展

光大银行持续深化数字化转
型，赋能一流财富管理银行建设。
6月末，该行实现零售电子交易渠
道替代率98.83%，远程服务客户
满意度99.52%，手机银行交易笔
数同比增长12%；交易金额同比增
长21%。上线手机银行私行专版，
搭建线上经营体系。

用科技赋能公司业务和普惠
金融，对公电子交易渠道替代率
93.94%，健全移动金融战略版图，
发布企业手机银行1.0；升级阳光
供应链云平台，打造数字金融名
品，其中物流业名品“物流通”获中
国金融数字科技创新大赛“专项领
域创新奖”金奖。

风险管控稳健有效，资产
质量稳中向好

光大银行不断完善风控体制
机制，加强风险政策指导，提升资
产管理水平，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截至 6 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
1.36%，较年初下降 0.02 个百分
点；关注率 1.90%，较年初下降
0.25个百分点；逾期率2.05%，较
年初下降0.10个百分点；拨备覆盖
率184.06%，较年初提升1.35个百
分点，风险指标“三降一升”，风险
抵御能力持续增强。

丁明华

光大银行财富管理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东渚建行石心玮：

竭尽所能，让客户感受银行人的温暖

违法建筑不仅影响市容市貌环境，还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自违法建设治理
攻坚战打响以来，苏州吴中区木渎镇积极
行动，不断深化治理行动，以决战全胜的
决心推进违法建设整治工作。

日前，木渎镇召开违法建设治理行动
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开展“地毯式”摸
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要突出
重点、攻克难点，确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要加大宣传力度，确保群众知晓拆违、理
解拆违、配合拆违；要强化工作举措，确保
治理工作有声势、有力度、见成效。

为积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全镇各
板块迅速行动、精准发力、重拳出击，强
势推进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金山村在摸

排掌握红枫广场速8酒店顶层存在多处
违章搭建情况后，排查小组多次与酒店
老板沟通，告知违章搭建存在的安全隐
患，当事人意识到违建带来的危害并同
意配合拆除，8月19日起，拆除酒店顶楼
违建工作有序开展，累计拆除面积约
300㎡。

天平村组织人员对新华电工厂东侧
违建整治行动开展宣传动员，在违建显眼
处张贴限期整改告知书，此外做好相关数
据的登记和存档，通过书面告知和口头告
知的形式大力宣传。通过悬挂横幅、投放
显示屏、发放告知书等多元化宣传方式来
营造一个浓厚氛围，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参
与违建治理工作中来。

五峰村持续推进永丰石材市场违法
用地整治，经村委会领导与经营户多次协
调沟通，对其石材加工工棚场地违建进行
拆除，面积约2200㎡。至此，永丰石材市
场违建基本拆除，复土工作持续跟进。

据了解，下阶段，木渎镇将把重心放
到基层一线、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全力
投身整治工作；全力冲击，以分秒必争的
姿态夯实整治举措，紧盯时间节点和任务
目标，精准排摸整治任务量，找准工作盲
点、抓准治理难点、瞄准工作重点，扎实推
动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提速增效；凝心聚
力，以合力攻坚的拼劲确保整治成效，各
部门通力合作、上下联动，形成强有力的
整治工作声势，在快速发现、快速处置、源

头防控上狠下功夫，强力推进问题集中整
治，确保全面完成违建治理任务。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全力攻坚、重拳出击！木渎镇违法建设治理行动再深化

胜浦街道开展第三轮胜浦街道开展第三轮
““四不两直四不两直””安全督查行动安全督查行动

胜浦街道召开
“飞线”整治攻坚会

筑牢安全“防控网”
全力护航“开学季”

常理工学子发挥青春力量手绘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