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十五年 眼看着裕园越变越美
济南裕园居委会主任刘云香:做最好的“小巷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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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裕园社区新建了东方

新天地花园小区，小区里建好了暖

气管道，但是因为种种纠纷，暖气

一直没供上。2013年，少部分居民

入住。2014年，入住的居民越来越

多，大多数上有老人下有小孩，

没有暖气，冬天实在难熬。供暖

呼声也越来越高，甚至有居民希

望通过堵路解决问题。

为了居民能用上暖气，刘云

香顶住压力，奔波8个部门，历时

8个月的时间，终于在2014年12月
12日，让居民家通上暖气。让不可

能办成的事变为可能。

小区通上暖气后，居民奔走相

告，放鞭炮庆祝，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热情的居民拉着刘云香去家里

吃酒，刘云香不愿居民破费，婉

言谢绝；还有居民送来了锦旗。

有的居民还为此作了首诗，《冬

日里一团温暖的火》，其中有句，

“你知道,你必须做那个钻木人；严

冬里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燃起一团

温暖的火”，这个钻木人正是居委

会主任刘云香。

社区合并时也面临不少问题。

2004年，裕园西区刚并入裕园社

区，不少居民生活遇到困难。裕

园西区6号楼5层以上的居民，没

有水喝；自来水管的水到了四楼

就上不去了，居民们只好拿水桶

到楼下提水。甚至有居民打开消

防栓接水，结果水四处喷射，把整

栋楼给淹了。

凭借着多年的建筑设计工作

经验，刘云香判断，很可能是底层

水管漏水，导致水压不足，水供不

上去。果不其然，在6号楼下一家

门店前的台阶下，刘云香发现有

水不断地流出。为了修理漏水，

刘云香协调开发公司出资，又找

来楼长和邻居，劝说门面店的老

板，让他同意挖开店里的地面。

地面挖开后，所有人都吃了一

惊，底下藏着一个2米宽2米深的

大洞。“渗水冲出来的，能想像这些

年漏了多少水。”刘云香说。

C十五年

见证社区五次蜕变
12月11日，生活日报记者来到

裕园社区。整个小区整洁干净，天

蓝色的楼宇整齐地排列，车辆有序

地停在路边，大树和灌木错落有

致。走在小区里，感受最深的便是

安逸与祥和。

然而在2001年，刘云香刚来

时，小区环境脏乱，服务设施几乎

为零。据刘云香回忆，当时社区路

灯不亮，一到晚上漆黑一片；道路

坑洼不平，雨天全变成泥地；四周

全是荒地，杂草丛生；天然气和暖

气等设施更是没有。

从2001年到2016年，在刘云香

的努力下，裕园社区经历了5次变

迁——— 两次拆迁，两次社区合并，

还有一次回迁，逐步地蜕变成崭新

的现代化小区。

十五年来，裕园社区一步一个

台阶，2001到2003年，小区“灯亮、路

平、绿化”，建好健身广场。2006年，

进行一户一表改造，解决小区居民

供水问题。2007年，棚户区居民拆

迁。2009到2010年，小区进行天然气

改造，另一棚户区拆迁。2011年，全

市率先掀起楼道革命，“两桶涂料

闹革命”。2012年，十栋老居民楼供

暖改造。2013年，原棚户区居民回

迁。2014年，东方新天地小区合并

入社区。十几年间，小区还建了为

民服务大厅、居家养老服务社、社

区警务室等五处场所，面积由当年

的30余平变为现在的1300余平。

2016年，着力打造社区文化。而这

些，同刘云香的努力分不开。

文/片 本报记者 杜鸿浩

“小巷总理”刘云香2001年来到济南

裕园社区时，这里还是成片的棚户区，小

区环境脏乱差，配套设施几乎没有，居民

之间纠纷不断。十五载的陪伴与努力，裕

园社区蜕变得焕然一新，不仅水气暖设

施一应俱全，邻里间也十分和睦，社区居

民凝成一团。这十五年来，社区已跨入

“全国社区服务先进社区”行列，获得各

级荣誉八十多项，这同刘云香十五载努

力分不开。

力力推推““现现代代””变变革革 引引领领““最最佳佳体体验验””服服务务
渤海银行济南分行扎根齐鲁，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记者 刘凤娇 通讯员 刘向真

“客户为先 开放创新 协

作有为 人本关爱”是渤海银行

的核心价值观。扎根齐鲁大地八

年来，渤海银行济南分行砥砺奋

进，不断前行。紧跟山东省金融

改革发展方向，创新发展思路，

加快转型发展，大力服务实体经

济，积极践行惠普金融社会责

任。在发展中力推“现代”变革，

致力于打造“最佳体验的现代财

资管家”。在经济新常态下逐步

探索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入鲁八年 成绩斐然

作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渤海银

行在山东的省级管辖行——— 渤海银

行济南分行2008年10月扎根齐鲁大

地，立足济南、辐射山东。截至2016年
11月，渤海银行济南分行下设烟台、

淄博、济宁、德州四家二级分行，四

家济南同城支行及分行营业部，4家
同城社区支行，2家烟台分行辖属同

城支行，共15家营业网点。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

改革提速等大背景下，渤海银行济

南分行积极落实监管政策和总行发

展战略，实现了业务稳健快速发展。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11月末，渤海银行济南分行

各项存款余额312 .01亿元，较年初

增长61 . 2%，生息资产余额625 . 29
亿元，较年初增长100 . 6%，营业收

入13.47亿元，同比增幅58.61%。业

务规模不断增长，各项业务实现快

速稳健发展。

普惠金融 助力实体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

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渤海

银行济南分行凭借让普惠金融

更有“深度”和“温度”的决心，助

力小微企业的融资路越走越宽。

近年来，渤海银行陆续开发了

“快捷贷”、“小额快捷通”等符合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

据了解，截至2016年12月中旬，

渤海银行济南分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30 . 25亿元，较年初增加

23 . 95亿元，增幅380 . 16%。

近期，以山东银监局发起

“进走访”活动为契机，渤海银行

济南分行各级机构负责人深入

了解辖区中小微企业、重点企

业、项目及园区的生产经营状况

和实际融资需求，“进走访”活动

扎实有效开展。据介绍，截止11
月28日，济南分行全辖已完成走

访百余户企业，近30个重点项目

工业园区。通过走访，共签订授

信协议33亿元，其中小微企业授

信13 . 1亿元，落实各类小微企业

信贷资金6 . 7亿元，切实将普惠

金融落到了实处。

“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

资金”是省政府对金融单位的要

求。渤海银行济南分行认真贯

彻，将资金投放到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中。同时，为克服资本硬约

束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渤海

银行济南分行在盘活存量、优化

增量用好、用足信贷规模的基础

上，通过开展融贷通贷款承诺业

务等多种轻资产业务模式，实现

信贷投放规模的循环和倍增，迅

速扩大了渤海银行对实体经济

的信贷支持范围，提升了金融服

务层次。

以客为本 携手共赢

“一旦选择，终身相伴”是渤

海银行的品牌主张。渤海银行济

南分行用行动践行品牌理念，以

客户的需求和利益为根本出发

点，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产品。

在理财产品方面推出的“添

金宝”、“金荷花”理财等备受客

户青睐。其中“添金宝”，客户经

过一次性签约后，其存入指定银

行账户的资金每天都会被自动

归集进行投资，产生相应的收

益。值得一提的是，由普益标准

发布的2016年前三季度银行理

财能力排名显示，全国性商业银

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渤海银行

收益能力排名均位列前五。

在个贷产品方面推出的“省息

账户”、“渤银拎包贷”等得到客户

的高度认可。其中“渤银拎包贷”是

在渤海银行住房基础贷款的基础

上配套的用于消费的信用贷款。

渤海银行信用卡也以突出的优

势赢得客户的赞赏。渤海银行信用

卡致力于做“持卡人的首选分期信

用卡”，充分满足持卡人的资金需

求。据了解，在2018年底前申请渤海

银行信用卡，还可终身免年费！

据悉，12月21日，渤海银行推

出的2016年“渤泰—天天向上”1号
正式成立也得到客户的广泛关注。

这是渤海银行推出的首只零售银

行收益累进型开放式理财产品。该

系列理财产品按照客户实际持有

理财的期限不同，对应不同期限档

次的收益率，满足客户对流动性和

收益性的双重需求。

践行社会责任 投身公益

渤海银行济南分行在快速稳健

发展的同时持续提升社会责任能

力。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渤海银行

济南分行积极践行“普及金融知识

万里行”、“金融知识进万家”等各项

专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向消

费者宣传权益保护知识、金融防诈

骗知识等。

在社会公益方面，渤海银行

济南分行致力于志愿者服务、环

保、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积极

回馈社会。在2016年，渤海银行

济南分行先后组织了倡导环保

的“共植一片绿·爱与绿色同行”

千人大型公益植树活动、关爱自

闭症儿童的“星星的孩子”趣味

运动会、帮扶瓜农的“爱心西瓜”

公益采摘活动、关爱老年人的

“老顽童”微信大讲堂等活动。

愿景：

“现代”潮流 最佳体验

今年8月，在第61场银行业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渤海银行董

秘赵志宏解读了渤海银行的发

展愿景，即致力于打造“最佳体

验的现代财资管家”，让客户在

渤海银行感受超出预期的体验。

据了解，渤海银行将“现代”二

字列入发展愿景，旨在通过紧跟大

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手段的

变化和应用的潮流，从业务运营效

率、风险管理水平等多个维度提升

自身业务水平，从而提升客户体验。

渤海银行正在朝着“最佳体验

的现代财资管家”的目标大步迈进。

在今年8月份上线的“线上渤海”产

品，客户只要安装线上渤海银行

APP，就可以在享受原APP金融功能

服务的同时，还可应用“滴滴打车”、

“途牛旅游网”等场景功能。而“最佳

体验的现代财资管家”为渤海银行

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渤海银行将以客户为中心，通过

特色化、综合化、数字化、国际化四

大抓手，持续推动转型，建立人才、

科技、财务、风险和机制五大保障，

为社会提供良好金融服务，助力经

济供给侧改革。

A 冬日里一团温暖的火

没时间陪伴女儿，让刘云香

心怀愧疚。有一件事让刘云香记

忆犹新。那时女儿还小，刘云香

要送她去参加考试，却把她忘在

了家里。那天母女俩吃完早饭，

时间紧张赶着考试，为了节省时

间，刘云香对女儿说：“妈妈先

下楼推车子，你穿好鞋子下

来。”

刘云香开了车锁，骑上自行

车，就径直往居委会方向骑去。

骑到半路上，她才想起女儿还在

家里等着……

让刘云香欣慰的事，女儿渐

渐长大，也支持起她的工作。

“从高中时开始，她就理解我的

工作了。上了大学，还主动来居委

会当志愿者。去年母亲节，她给我

写了首诗，说以我为榜样，还说她

长大了，要为我遮风挡雨。”刘云

香激动地说。

B 一忙起来就没时间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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