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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0日，位于
淇滨区淇滨大道与黄山路交
叉口东南角的中国工商银行
鹤壁分行ETC便民服务广场
开业了，这是该市成立的首家
ETC便民服务网点。

据了解，自2020年1月1
日起，全国所有的高速公路收
费站仅保留一条人工车道，其
余车道全部改为ETC通道。

该行积极推广ETC便民服务
广场是一次有益实践，也是服
务广大客户的一次创新。该
ETC便民服务广场，客户只需
要带上身份证、行车证、银行
卡（没有银行卡也可即时办
理）等资料，10分钟就可以完
成资料申请、车载设备安装等
全部手续。工行ETC设备免
费送，高速通行费九五折的基

础上再打六八折。对于淘汰
的一代充值式ETC设备，在
ETC便民服务广场可直接注
销并即时安装新的二代OBU
设备。目前，办理工行ETC设
备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线上APP办理，线下可通过各
营业网点或到便民广场办理，
还可获赠礼品。

工商银行鹤壁分行服务创新

鹤壁首家ETC便民服务广场开业了

本报讯 9月12日，农发行
鹤壁市分行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学习贯彻解学智董事长在总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

合农发行鹤壁市分行工作实际，
对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安排部
署。会议由市分行主要负责人
姜本强同志主持，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参加会议。会议上，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个永

恒课题，深刻领会主题教育的内
涵和目的，始终牢记农发行的初
心使命，时刻牢记发展是硬道
理、风控是硬底线、党建是硬意
志，以追求极致的精神做好各项
工作，决胜三大战役，奋力迈上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农发行鹤壁市分行——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张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浚
县农商银行社会形象，弘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精神，9月19
日上午，浚县农商银行举办

“爱心迎国庆，献血送真情”无
偿献血活动。

浚县农商银行党委高度
重视，广泛宣传动员，班子成
员带头献血。随着填表、验

血、初检、登记、采血等一个个
步骤的完成，职工们用行动诠
释爱与温暖。此次活动共有
40余名职工成功献血，总献血
量达20000ml。

浚县农商银行——

爱心迎国庆 献血送真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李芳

本报讯 淇县农信联社始
终坚持“党建统领、合规经营、
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始终
秉承服务三农宗旨，为农民、
农村和农业提供最优质、最便
捷、最温馨的金融服务。截至
8月底，淇县农信联社各项存
款余额50.88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42.83亿元，存贷款市场

份额分别占淇县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46.22%和 30.82%，是
淇县县域内资产规模最大、营
业网点最多、服务范围最广的
金融机构。

淇县农信联社持续强化
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建工作作
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切实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业务发展

高质量，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推进“两学一做”教育制度
化、常态化，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持
之以恒发展普惠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坚定不移履行社会责
任，深度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在扶贫工作中做到了真扶贫、
扶真贫。

淇县农信联社——

坚持党建统领 谋改革发展新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通讯员 罗一清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中原银行鹤壁分行
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红色教育活动，中原银行鹤
壁分行党委班子、党员干部共

计2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
近日，中原银行鹤壁分行

党员干部集体前往鹤壁市山城
区石林镇红色革命教育中心，
参观革命纪念馆、刘邓大军会

议遗址，聆听了老一辈革命先
烈的英雄事迹，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全体党员
在分行党委书记沈德胜同志的
带领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中原银行鹤壁分行——
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教育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张斌

本报讯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鹤壁市分行自2008年开
办零售信贷业务以来，秉承

“服务地方，服务三农，服务小
微”的宗旨，着力探索服务模
式，创新贷款产品，不断优化
作业流程，并通过“限时服
务”，积极营造“阳光、透明、高
效、快捷”的信贷文化，大力推
进普惠、涉农、小微信贷投
放,积极为鹤壁市涉农和小微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一体化
金融服务。

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着力三农，
加大“富农兴村”涉农贷款投
放力度，有力地支持了“三农”
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
务小微企业，普惠小微贷款，
开辟绿色通道，提高作业效
率，积极践行了国有大行的担
当和社会责任。

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
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
着力三农 服务小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王丽萍

本报讯 近日，建行鹤壁分
行按照监管机构、上级行要
求，持续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
动。该行为全辖15个营业网
点统一配备了宣传折页、宣传

海报，并在全部网点的显著位
置进行了摆放。同时在全辖
15个网点的LED屏上循环滚
动播放宣传口号。该行在广
场支行和漓江路支行门前设

立咨询台，向前来办理业务的
客户发放宣传折页、开展讲
解，进一步提高客户风险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建行鹤壁分行——

依托全辖网点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本报讯 近日，鹤壁农商
银行多个营业网点大厅宾客
如云，现场除一部分领取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扶助补贴的客
户外，很多人在办理社保卡激
活、开通电子社保卡业务。

据了解，该行代发淇滨
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补
贴8000人。多项资金补贴
均可以通过该行代发的社会
保障卡领取。该行积极响应
市财政局、市社保局相关文

件精神，协调辖内各网点积
极配合各级补贴发放部门统
计信息、核对数据、张榜公示
等工作，并合理规划银行网
点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
充分发挥该行营业网点多、
从业人员多、服务范围广的
优势，同时新增自助办理机
具、提供上门激活社保卡服
务，保障广大用户能够及时
领取到各项资金补贴。

鹤壁农商银行——
做好各项补贴代发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本报讯 为回馈新老客
户的支持与厚爱，满足广大
客户的投资收藏需求，近日，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举办“家
国同乐 收获金秋”贵金属品
鉴会。

品鉴会上热闹非凡，中
国工艺、国富黄金、中钞国鼎
等十余家贵金属公司参与此
次品鉴会，现场展示了《熊猫

银币》《吉祥金》《女儿金》《东
奥之城纪念金条》等贵金属
100余种，涵盖熊猫、婚庆、
首饰、纪念币等多重主题，产
品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寓意
美好，深受广大客户的喜
爱。通过此次品鉴会，进一
步加强了双方的互动交流，
更好地满足了客户多元化的
消费需求。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举办贵金属品鉴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史京鑫

本报讯 9月17日，长城
人寿“萌芽100”十周年公益
活动在山城区石林镇石林中
心校启动。长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力，长城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
席、办公室主任尹伟，长城人寿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常勇以及鹤
壁市有关领导参加。

启动仪式上，长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介绍了长城
人寿“萌芽100”十周年公益活
动的情况，向学生捐赠了20
箱图书和50盏阅读灯。“萌芽
100”是长城人寿于2009年自
主创建并启动的公益品牌项

目，2010年初，在鹤壁淇县南
小屯村小学捐建全国第一座

“萌芽100”爱心图书室，已建
成“萌芽100”爱心图书室131
座，向城镇农民工子弟小学和
农村贫困地区小学捐赠图书
37万册，惠及学生超40万人，
其中石林镇石林中心校的图
书室已有2万余册图书。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向石林镇石林中心校捐
赠图书和阅读灯，体现了该公
司投身公益、发展教育、回报
社会的决心，也给贫困地区的
孩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
交流机会和平台。

长城人寿十年坚守“萌芽100”爱心图书室公益活动

山城区石林中心校获赠20箱图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许继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杜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