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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2016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指出：“加快推

进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建设，

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惩戒大格局，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因此，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既是国家兴旺发达的

总体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要求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处于近7年来最高水平

根据中国银监会2016年末公布的

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率已升至1.74%，总额为15123

亿元，创下近7年最高水平。

农商行不良率2.49%，总额 2349

亿元，虽较上半年有所下降，但

仍处于较高水平。

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始于命令、苦于形式

清收成果不理想

清收效果无持续性

贷户态度对立

老赖拒不执行

工作人员状态疲沓



“诚信中国行”项目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项目背景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农商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实际

现状，借鉴多年来的诚信体系

建设经验，我们总结提炼并形

成了一套对于农商行行之有效

的诚信体系建设系统，并在省

内多家农商行系统内获得了突

破性进展！



02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

“诚信中国行”帮助我县（区）建设健康、良性的信用体系

系统方案 活动策划 团队打造 文化导入 落地执行



项目计划

“诚信中国行”项目组强大的研发团队

项目组具有十余位行业专家、退伍军

人、法律顾问、咨询顾问、心理咨询

等各行业精英组成的研发团队，持续

不断地对我们的项目和产品进行更新

和升级，从最初的1.0版本已经升级到

现在的4.0版本，依然在不断地超越自

己……

我们立志于领先行业市场至少两年！



项目计划

1 226突击风暴-快速清收业绩爆破

2  百日攻坚（共建）-持续清收业绩提升



项目计划

“诚信中国行” VS 其他培训公司项目方式

系统作战

标准交付

诚信文化

潜移默化

原创

单兵作战

个人交付

要账文化

简单粗暴

模仿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2天备战阶段2

•2天导入阶段2

•6天执行阶段6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清收风暴突击周推进流程
01

清收项目全方位推动系统课程训练及活动推进

03
详细落地计划及行动规划

04
全程执行落地跟踪辅导

05
执行工具使用

06
内外联动，借力清收

02
清收活动策划及启动

07
多层次总结表彰

08
我们共同打造的钢铁团队风采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清收风暴全方位推动系统课程训练及活动推进

Part 01



训练课程推进---清收技能培训



训练课程推进---督战团训练



训练课程推进---团队凝聚力训练



训练课程推进---团队战斗力训练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银行清收活动策划及启动-“集中清收 突击风
暴-突击周”策划及启动

Part 02



“清收风暴-突击周”活动宣讲



“清收风暴-突击周”启动大会



“集中清收 突击风暴-突击周”授旗及宣誓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详细落地计划及行动规划

Part 03



清收队小组会—客户分析及行动规划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全程执行落地跟踪辅导

Part 04



全程执行落地跟踪辅导-日行动晨会（凌晨4：30）



项目顾问巡回跟踪-日行动督导



全程执行落地跟踪督导-整点汇报，实时跟进



全程执行落地跟踪督导-时时激励，时时嘉奖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执行工具使用

Part 05



执行工具使用—旗帜，公告，条幅……



执行工具使用—各种跟进表格保证执行

《清收行动规划表》 《清收对象跟踪记录表》

《战区划分及任务分配表》 《活动每日必备物品清单》

《清收队具体行动安排》 《清收队每日行动细则》 

……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内外联动，借力清收

Part 06



清收队小组会—客户分析及行动规划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多层次总结表彰

Part 07



战果累累—时时数钱，时时入账



付出就会有收获---多层次表彰-荣誉体系建立

每日总结表彰        

周总结表彰

每日总结表彰        

每日总结表彰        

每日总结表彰        

每日总结表彰        

每日总结表彰        



付出就会有收获---多层次表彰



                    

项目计划——226清收风暴

我们共同打造的钢铁团队风采

Part 08



钢铁团队风采-由总行班子成员及支行行长组成的战队军队作风、士气高昂，雷厉风行！



钢铁团队风采-雷霆行动，清晨四点半集合，入夜十点归队，士气高昂，快速出击，打击老赖，坚持到底！



钢铁团队风采-时刻战斗在前线，攻坚刻苦，艰苦战斗！



钢铁团队风采-打击老赖，走千家万户，严防死守，不辞辛苦！



钢铁团队风采-打击老赖，脚踏泥泞，风雨无阻!



项目计划——百日攻坚

“诚信中国行百日攻坚（共建）”跟踪辅导带来四大升级

农信社

信贷员

基本能力

高额不良

农商行

客户经理

专业能力

合理不良

                

                

                

观念升级

能力升级

业绩升级



项目计划——百日攻坚

“诚信中国行之百日攻坚（共建）”对我行内部的系统提升

受害者

被动工作

任务导向

责任者

主动工作

成果导向

                

                

                

责任心

自发工作

工作导向



项目计划——百日攻坚

• 帮助我行建立系统性的物质激励机制和精神激励机
制机制支持

• 植入军事文化、服从文化、家庭文化、责任文化等文化支持

• 有效清收日、逢集必造势、表彰大会、总结大会等造势支持

• 帮助我行建立高效合理的会议系统会议系统
• 建立“诚信中国”商学院，邀请一阶段客户参与或

分享课程支持

• 帮助我行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管理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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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226清收风暴”项目清收阶段战绩赫赫

山东农信清收风暴6天战绩榜

山东省阳谷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724万 山东省禹城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622万

山东省微山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820万 山东省平原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380万

山东省商河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510万 山东省宁津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536万

山东省章丘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1680万 济南农商银行长清支行6天总业绩780万

济南农商银行历城支行6天总业绩2017万 山东省高密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912万

山东省邹城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759万 山东省宁阳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685万

山东省济宁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1076万 济南农商行五家管辖行6天总业绩3250万

山东省诸城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1118万 山东省周村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611万

山东省东平农商银行6天总业绩1015万 祝农商行再创新高

项目组项目期间累计协助农商行清收金额3亿元



项目成果——226清收风暴

01
不良贷款的快速清收

02
自身资产状况的改良

03
全员执行力打造及业务团队的激活

6天集中现金清收表内外不良贷款平均500万以上，纯现金收回部分计入业绩

1.  存量表内外不良资产的管理和清收化解
2.  另一方面新增不良资产的破圈断链和清收化解

目前困扰农商行体制改革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要确保达到项
目预期目标，必须首先进行团队的激活、提高执行力，从本源上提高团队凝
聚力、战斗力，短时间内点燃团队干事创业热情，依靠队伍激情催发短期业
绩爆发



项目成果——226清收风暴

04
目标达成系统的植入

05

预警不良贷款的警示和压降

06
农商行体制改革后的正向宣传和形象打造

植入以战区划分、启动会推动、业绩排名及复盘为三大核心的目标达成系统。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对即将形成的不良贷款产生震慑作用，防止新增不良
贷款的增加。

本次活动是对农商行体制改革后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的最好诠释，有利于
树立农商行的品牌形象。



项目成果——226清收风暴

07
对本区域内同业竞争对手的有力冲击

08
股东满意度的提升及区域内认可度的提高

09
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诚信的建设

本次活动现金清收的表内外不良贷款，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户的他行存款，这
也是对客户进行他行挖转的第一步。

通过本次活动实现的资产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对股东溢价收购部分的清收，
大幅度提高股东对我行经营的认可和信心；同时也使得本区域内老百姓对我
行的认可得到提升。

本次活动是配合当地政府的一次净风运动，有助于本区域的诚信体系建设，
同时肃清了我行下一步工作的环境。



项目成果——百日攻坚

“百日攻坚（共建）”项目清收阶段持续收益



项目成果——226清收风暴

“诚信中国行”在我县（区）的文化导入

贷户的负责文化

老百姓的诚信文化

农商行工作中的军队文化



项目成果——226清收风暴

基于健康的文化导入带来的当地口碑效应

1

不良贷款率持续降低

2

老百姓对我行的信任
和感激带来存款的持
续升高

3

我行员工工作状态和
能力的自发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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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收获

诚信文化传播行动得到了贷户和百姓的一致赞赏



我们的收获

诚信文化传播行动得到了贷户和百姓的一致赞赏



我们的收获

各地的将士将辛苦和收获谱写成一曲曲赞歌

劝老赖者说

 

赞农商

 

清收赞

 

跨黄河

 

沁园春·清收

 

固化前五之成效，
定的欠款必须缴，
斗志昂扬永不减，
将士同心一定好，
老赖如同过街鼠，
声誉扫地好不了，
还清欠款去失信，
出行便捷腰挺起，
才是社会之正道！

大好良辰美景，本
意与君小酌，附庸
风雅，谈古论今，
而今脑中思忖良多，
忧国忧民，不胜愁
容，尔等借我钱粮，
发家顾妻儿，本应
挂念归还，如今却
沦落至如此梁田，
逼吾早出晚归，上
门催讨，虽师出有
名，却非吾本意，
劝尔等早日顿悟，
归还欠款，他日继
续支持，共同繁荣。

信用无度，老赖猖狂。
清收不良，战鼓敲响。
指挥有度，领导有方。
全军上下，热血满腔。
巾帼不让，高举旗帜。
宣传诚信，老赖遭殃。
寸步难行不自量，不良
收回时，启明星尚亮！
五大战队苦奋战，胜利
歌声震天响：团结就是

力量！
赞我农商银行，个个英

雄好儿郎！

情来急，漫天低燕
风雷起。风雷起，
遮天蔽日，踏浪飞
去。涛怒桥寒一路
泥，两岸红梅傲绝
壁。傲绝壁，江山
如画，前程壮丽！

肃清不良，披星戴
月，蹈火赴汤。望
农商内外，清收正
忙，披挂上阵，不
分兵将。上山下乡，
入户穿墙，剑指老
赖显锋芒。待明日，
看表内表外，双双
下降。显著战果成
效，引无数农商人
荣耀。告拖欠贷户，
应还尽还，老赖贷
户，结清不误。俱
往矣，数风流人物，
尽在农商！



携手交广  智慧向往

北京交广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jungle.org.cn/ 专线：400-005-006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红军营东路18号时代庄园4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