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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杜骞

金融帮扶有担当 创新服务无止境

本报鹤壁讯 近日，工商银
行鹤壁分行负责人带队看望浚
县屯子镇蒋八营村的贫困户，为
贫困户送去御寒衣物、书籍、米
面等日常生活用品。

据了解，在2017年度鹤壁
市425个行政村脱贫攻坚验收
中，该行驻村扶贫工作位居全市
第五。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工商
银行鹤壁分行慰问五保户、残疾

户、低保户等贫困户90户次，为
他们送去饮水机、床、夏季防暑
用品以及粮油等，价值16000余
元，帮助村委会购买深水潜水
泵，帮助村民耕种灌溉，为五保
户掏治病钱，资助贫困大学生。
申请扶贫资金30余万元，用于
新建村大队部村室，修缮旧村
室，捐赠村委电脑等办公用品，
改善村委办公环境。

扶贫工作中该行始终脚踏实
地，坚持一户一策，建立并完善贫
困户籍档案卡，其中重点关注鳏
寡孤独者，五保户家庭，给予因病
返贫、丧失劳动能力、子女入学困
难等家庭特殊关照；并对村容村
貌、环境卫生、饮水工程等统筹规
划，有序推进，坚决把驻村扶贫工
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认真履
行国有银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工商银行鹤壁分行
扶贫送温暖

新春到
贵金属
热销鹤城

日前，中国银行鹤壁分
行举行2018年新春贵金属
品鉴会，活动针对节日特点
推出相关产品，受到广大客
户欢迎。图为该行工作人员
为客户介绍贵金属收藏及品
鉴相关知识，引得许多市民
前来选购。记者 谷武民 通
讯员 吴燕超 摄影报道

本报鹤壁讯 为提升老年人
金融知识水平，切实提高其维护
自身资金和信息安全的意识和
能力,近日，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个人金融部联合辖内网点，赴当
地老年大学开展“金融知识进万
家”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向老年人宣

传正规金融服务渠道，免受违
法违规金融活动侵害；维护个
人金融信息安全，免受非法诈
骗活动侵害；辨别正规银行场
所、人员和业务，依法维护自身
利益。此次金融宣讲覆盖老年
客户100余名，通过金融知识
宣讲、现场答疑解惑等环节，

提醒老年客户谨防各种金融
诈骗，获得在场老年客户的一
致认可。“这让我们老年人了
解不少金融产品，兜里有个钱
还能赚钱，不用担心被骗，活
动送教上门，太贴心了！”现场
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大爷连连
称赞。

□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吴燕超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贴心服务老年客户

本报鹤壁讯 近日，淇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召开 2018 年

“首季开门红”活动誓师大会，联
社领导班子、中层干部、网点负责
人及员工代表共130余人参会。
会上宣布了2018年首季“开门
红”活动实施方案及主要业务目
标，对各社部统筹任务分配，社
部负责人当场签订了军令状。

会上，该联社领导对改制组
建农商行情况进行了通报。党
委书记、理事长薛义俊在誓师大
会上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尽快
转变思想，积极作为，变“领工
资”为“挣工资”，坚定信心不动
摇，坚持发展不懈怠，立足新起
点，明确新要求，理出新思路，脚
踏实地，与时俱进，努力实现一

季度“业务开门红”和“淇县农商
行挂牌”的双丰收。

据了解，11月3日，淇县联
社顺利通过鹤壁银监分局举行的
淇县农商银行筹建行政许可质询
会，并于11月7日，正式向河南省
银监局递交了筹建申请。2018
年1月份下旬，省银监局工作组
进驻淇县联社开展审核工作。

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召开新年“首季开门红”誓师大会
□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安立军 高飞

本报鹤壁讯 农业银行鹤
壁分行“嫁接”互联网平台，已
从传统柜面业务范围转型为电
子银行业务，打造了业内领先
的“金 e顺”电子银行服务品
牌，客户只要上网，何时何地都
能安全、便携地管理自己的资
产，并享受银行服务。

快速便捷的电子银行业务
目前已成为服务城乡居民的主
力，农业银行鹤壁分行不断倾
斜资源，加强营销，提升服务，
取得明显成效。该行以客户为
中心，大力宣传推介电子银行

服务，利用网点主营阵地优势
和电子银行体验区便利条件，
积极引导分流，形成客户经理对
贵宾客户专门讲解、演示网上银
行、掌上银行等产品使用服务
体系。全行网点每年要深入社
区、学校、乡镇、市场开展专题
电子银行营销活动，并不断完
善各类电子银行渠道，依托全行
网点建设，加大自助设备投入布
放。同时不断扩大电子银行客
户规模，让更多的个人客户了解
电子银行产品，拥有电子银行产
品，使用电子银行产品。

农业银行鹤壁分行
电子金融来 客户笑颜开
□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张丹华

本报鹤壁讯 互联网正在
改变着金融生态，建设银行鹤
壁分行在技术大潮中寻求应对
之策，深化大数据的创新应用，
探索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金融向“小而
美”发展。

建行“快贷”，“秒申、秒审、
秒签”，3步3“秒”，实现“贷款
闪电搞定”。为破解小微企业
融资之痛，建立全方位、多角度
的大数据信贷产品体系，在国

内首家推出针对小微企业的网
上全程自助贷款“小微快贷”，
实现企业融资从申请到贷款支
用只需几分钟的全流程网络化、
自助化操作。而“云税贷”的推
出和“小微快贷”手机银行渠道
的同步上线，再次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完善了覆盖广、差
异化、效率高的“小微快贷”全流
程线上融资服务体系，使金融
服务走向移动智能，创造了互
联网时代的“建行速度”。

□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赵阳

建设银行鹤壁分行
“小微快贷”企业青睐

本报鹤壁讯 鹤壁农商银行
勇担扶贫大计，以“户贷企用”
方式，政府、银行、企业、担保四
方联合共建扶贫产业基地，积极
创新推出“光伏贷”业务。

据了解，为加速精准扶贫
工作有效开展，该行积极协调
政府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共
建扶贫产业园区，实施“户贷企
用”扶贫贷款，即由乡政府向农
商银行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户名
册，向贫困户发放贷款，再由贫
困户委托企业经营管理，政府
及银行对合作企业的经营状况
进行监督和扶持，确保贫困户
每年享有扶贫收益及贷款资金
安全。“光伏贷”就是一创新型
增加贫困户收益模式，实现了

四方共赢。贫困户安装光伏发
电设备后，不仅减少家用电费，
享受政府光伏补贴，还可以出
售额外电能，同时绿色清洁能
源无污染，有利于美丽新农村
建设的推进。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鹤壁农商银行辖内建档立卡贫
困户（含已脱贫）的户数为
5596户，其中未脱贫建档立卡
贫困户为3791户。目前，该行
已针对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
585户、贷款金额8348万元，
其中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小额扶贫贷款580户、贷款金
额3298万元；针对带贫企业发
放扶贫贷款 5 户、贷款金额
5050万元。

□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安立军

鹤壁农商银行
依托“光伏产业”
创新助力扶贫

本报鹤壁讯 洛阳银行鹤壁
分行自2016年11月26日成立
以来，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
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
市场定位，截至2017年12月末，
累计各项存款余额9亿余元。

洛阳银行鹤壁分行不断强

化金融服务，以建设“中原经济
区创新型银行”为发展愿景，以

“富有创新活力和特色的上市银
行”为整体发展目标，坚持“根植
鹤壁，服务鹤壁”的经营方针，全
力以赴为鹤壁经济建设提供适
合的融资服务方案，持续有力地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截至2017年12月末，洛阳

银行鹤壁分行各项存款余额为
9.2亿余元，对公存款余额为8.1
亿余元，个人储蓄存款余额为1
亿余元。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
款及女性金融贷款2.5亿余元。

□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王丽君

洛阳银行鹤壁分行
来鹤时间短 成绩可圈点

本报濮阳讯 1月18日，中
国银行濮阳分行到定点扶贫村
濮阳县白堽乡王密城村开展扶
贫攻坚文化帮扶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他们送来大鼓、
小鼓45架，秧歌服100多套，为
丰富基层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
供了“行头”和“配备”……记者

在现场看到，收到特殊礼物的村
民们换上衣服就准备跳起来、唱
起来、舞起来。本次活动，为扶
贫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利于让贫困
村村民树立乐观心态和脱贫信
心，以文化立志，为贫困村民脱
贫致富积聚精神力量。

□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通讯员 武祥珍

中国银行濮阳分行
文化帮扶助力扶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