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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执行力度，提升制度

贯彻能力，严防制度棚架，近日，

林州农信联社在全辖区推出了暗

访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该联社各

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有效地掌

握和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工作

动态，为联社决策提供了重要参

考依据。

暗访制度规定：该联社主要领

导将不定期到基层各社和辖内村

庄、集镇工商户、乡镇政府及乡直

机关，对信用社的内部管理、制度

文件落实情况、信贷管理、社会形

象、服务及办事效率、中央八项规

定、党风廉政情况等进行暗访，查

看联社安排的工作执行到位没有；

询问一线职工对联社政策、制度了

解清楚没有；倾听基层员工内心深

处的呼声，征求他们对信用社发展

和改革的建议，解决他们工作和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

通过暗访制度的推行，该联社

各项政策、制度、工作安排落到了

实处，广大职工对联社的工作安排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体会到了

组织的温暖，又感受到了联社的努

力和决心，增强了对信用社改革的

决心和信心，树立了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憧憬。同时，该联社对传达

政策不力，棚架上级制度的信用社

中层干部，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黄永亮）

孟州农商银行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出

发点，以客户满意为落脚点，认真践行规范化

服务要求，在“快”、“好”、“简”、“优”四个字上

做文章，着力解决服务客户“最后一步路”问

题，着力打造普惠、高效的为民银行。

立足“快”字让客户省时。该行以方便客

户为出发点，对服务流程进行梳理和再造，根

据网点功能科学分区，安排专职大堂经理受理

咨询、引导和分流，缩短客户等待时间；落实首

问责任制、限时服务制，对单笔存、贷、汇款等

业务设定办结时限，在业务高峰时段增设弹性

服务窗口、增派“大堂助理”，保证业务办结速

度与质量，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

立足“好”字让客户满意。该行在各营业

网点入口处设置业务分区指引图，方便客户

“按图索位”，直达目标区域；在各功能分区设

置风险提示牌，时时处处提醒客户防范风险，

保管好个人信息、财物和密码；对服务硬件进

行“升级”，为网点配置了查询补登折机、网银

体验机、自动填单台等高端设备，提升了服务

档次。

立足“简”字让客户明白。该行积极履行

“一次性告知”的义务，根据存、贷、电子银行等

业务特点分别制作简明流程图，一一列出相关

受理条件、办理程序、有关材料（证件）、办结时

限、收费标准等事项，让每位有业务需求的客

户对服务流程明明白白，对所需资料清清楚

楚。

立足“优”字让客户安心。该行推行业务

廉政监督卡制度，设置服务评价器、举报信箱

（电话）和电子邮箱，接受客户事中监督、事后

举报，对每笔业务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依法

合规、廉洁从业等方面进行监督。 （刘政）

今年以来，内乡农信联社多措

并举、因地施策，结合省联社、市农

信办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关于金融

扶贫的有关规定，不断创新金融服

务，实施精准扶贫，全力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

下沉渠道建设，实行全面覆

盖。近年来，该联社以“服务三农、

改善民生”为根本宗旨，业务重心

向县域、乡镇和村组倾斜，服务重

点向广大农村和农户聚集，大力实

施普惠金融，不断加强对乡镇及村

组的渠道建设，加强了服务的全覆

盖。截至目前，该联社共布放

ATM机等自助设备37台，pos终

端500多台，助农取款网点41个，

真正成为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偏远

的乡村居民“最贴心的银行”和“家

门口的银行”。

优化服务，大力筹措资金。年

初以来，该联社就立足“存款立社、

存款兴社”的经营理念，强化措施，

深挖储源，紧紧抓住“双节”期间资

金回流快、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

的有利时机，开展形式多样的优惠

活动，并策划了“情人节存款送电

影票”“三八女人节送健康”以及

“看桃花洗照片”等系列存款营销

活动。同时，大力开展规范化服务

建设工作，加大规范化服务考核力

度，开展“优秀服务明星”“优秀服

务网点”等评比活动，不断提升全

县农信社的服务水平。截至目前，

该联社各项存款余额达到673526

万元，较年初增加65063万元，为

支农支小和金融扶贫的资金需求

提供了强有力地保障。

认真调研考察，实施精准扶

贫。为深入了解扶贫乡镇、村组和

农户的详细情况，该联社早安排、

早部署、早调研，成立了内乡县农

信社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年初

就积极和县扶贫办进行对接，掌握

详细的扶贫对象资料。该联社还

成立“三农”事业部，按乡划片，结

合各乡镇信用社员工，进行大范围

的摸底排查、主动推荐、详细考察、

仔细审查、上会研究，最终确定扶

贫对象。同时，该联社结合内乡县

扶贫对象的实际情况，实时印发了

《精准支持三农“扶贫惠农贷”活动

方案》，对辖内符合农信社金融扶

贫条件的对象进行建档立卡，精准

识别出了16个乡镇88个贫困村共

13742户贫困户，并推出有针对性

的“农户脱贫惠农贷”“产业扶贫惠

农贷”等信贷产品，实施精准投放、

精准扶贫。

（汪玉平）

4月1日，平舆县供电公司对清明节

期间防火保电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组织

力量加大重点线路设备巡查力度，全力保

障清明节期间的电力可靠供应。

清明节期间是祭祀活动高峰期，平舆

县供电公司提前防范，建立防火保电事故

的应急处理预案，采取线路巡视与设备检

查维护相结合的方式，部署线路特巡工

作。同时，各基层供电所组织人员对火灾

多发地区、清明祭扫附近的线路走廊进行

认真巡视检查，悬挂醒目的防火横幅，节

日当天安排专人看护重要电力设施，及时

处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消除隐患，确保

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谢璐石珂珂）

3月30日上午，农行长葛支行联合当地人社局开展“走近社保卡—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宣传活动，现场进行金融社保卡申

办流程、社保应用、金融功能等咨询服务，取得了良好效果。 王琳摄

西峡农商银行

“果贷通”助推猕猴桃产业上档升级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节日防火保供电

林州农信联社

通过暗访制度提升执行力

孟州农商银行

“四字诀”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谁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标准种植猕

猴桃，我们就扶持谁！”近年来，西峡农商银

行利用“果贷通”，把信贷资金用到了服务猕

猴桃产业的刀刃上，受到当地政府和果农的

一致好评。

如何在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发展猕猴

桃产业，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带动果

农脱贫致富，还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西峡农商银行扶持猕猴桃产业的先

决条件。该行经实地深入田间地头、农户

调研,在以保持生态环境，提高猕猴桃果

品品质为导向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绿色食

品和有机食品的标准，推出“果贷通”专项

资金服务，为猕猴桃产业发展开辟一条绿

色通道，继续走“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子。西峡农商银行先

后在西峡县回车堂、黄狮、简村、陈阳坪和

梅家峪等地投放“果贷通”专项资金，筹建

绿色食品猕猴桃和有机猕猴桃基地。其

中1800亩猕猴桃基地通过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6000多亩野生猕猴桃基地通过有机

食品认证。

为延长产业链条，西峡农商银行积极主

动为果然风情果业股份公司精细产业规划，

投资1.5亿元筹建气调保鲜库20座，筹建猕

猴桃浓缩果浆、猕猴桃果片、猕猴桃脆片、猕

猴桃果粉生产线，实现猕猴桃就地收购就地

储存就地生产就地增值。同时，西峡农商银

行还投放了以“果贷通”为主的“三农”专项

扶持贷款5.6亿元，积极协调华邦食品、兆丰

猕猴桃、福莱尔航空食品、西树农业和猕猴

桃开发总公司等骨干企业与果然风情公司

抱团发展，组建猕猴桃产业集群，下联36家

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和32000多户果农，外联

上海、嘉兴、深圳、沈阳等销售市场，疏通产

业链，实现猕猴桃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

2015年，西峡县猕猴桃产值达5亿元，果农

人均纯收入达8000元以上，重点产区农民

收入的70%以上来自猕猴桃产业。

（李晋张帆）

内乡农信联社

创新金融服务
实施精准扶贫

2016年3月31日，主题为“坚持，就
会改变”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5年度捐
赠人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为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颁发了“2015年
度扶贫爱心奖”。

中国扶贫基金会2015年度的捐赠机
构和捐赠个人代表、合作伙伴代表、中国扶
贫基金会理事、媒体记者等300余人出席
了会议。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霍小
雷（毛毛虫）担任此次大会的特邀主持人。

国务院扶贫办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
领导分别为爱心机构和爱心个人授予了
相关荣誉。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荣
获中国扶贫基金会“2015年度扶贫爱心
奖”，孙和平主任代表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并领取了奖
杯和证书。

据了解，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
2013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通过国家体育

总局体彩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以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形式，向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许昌学院
共计160名优秀贫困大学生累计捐助助学
金近70万元。尤其是2015年，河南体彩
中心在前两年每年捐助50名贫困大学生
的基础上，将受助名额增加到了60名，希
望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及其家庭减轻经
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并勉励他们好好学
习，爱护好身体，不断提高学习成绩，用知
识回报国家、回报家庭和社会。

据孙和平主任介绍，体育彩票在我省
发行以来，一直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自觉践行公益责任。截至
2015年，河南体彩已累计销售体育彩票
500多亿元，为国家筹集体彩公益金近
150亿元，解决社会就业岗位2.7万多个。

尤其是2015年，河南体彩实现了年
销量100亿元和累计销量500亿元的两
项历史突破，除了体彩公益金为社会造福

外，河南体彩还积极筹措发行费，在全省
开展支持群众健身、资助困难群体等各类
公益活动，省体彩中心及全省18个市地
的分支机构在省内开展公益宣传及公益
活动近200项次，受益群体不断扩大，体
育彩票的公益性得到了公众的进一步认
可，社会理解、支持、参与体彩公益事业的
群体也不断扩大。

孙和平主任表示，中国扶贫基金会颁
发的“2015年度扶贫爱心奖”不仅仅属于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这也是河南人
的荣誉和全国体彩人的荣誉，更是广大参
与、支持体彩公益事业的彩民朋友和关心
河南体彩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
人士的集体荣誉！河南体彩人将和全国
体彩人一起，肩负社会责任和人民的期
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努力，服务好
市场和彩民，为国家筹集更多的公益金，
为社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凡高峰）

河南体彩中心荣获
中国扶贫基金会颁发的“2015年度扶贫爱心奖”

体彩大乐透再迎超级派奖季！5亿
元派奖奖金必将和“25亿＋”奖池一起掀
起中国彩市高潮！自第16042期（2016
年4月13日开奖）起，体彩大乐透派奖活
动正式开始。总派奖金额5亿元，其中2
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3亿元用于固定奖
（四/五/六等奖）派奖。

2016年体彩大乐透派奖活动期间，
每期安排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奖，共
持续20期，一等奖派奖总金额2亿元。
当期中得一等奖者同时中得派奖奖金，
派奖奖金由所有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
分，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体彩大乐透
游戏规则规定的比例分配。

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者派奖奖

金按中奖注数均分后有结余则顺延滚入
下一期，与下一期的1000万元合并用于
一等奖派奖；若一等奖派奖最后一期（第
16061期）结束时一等奖派奖奖金仍有剩
余，则一等奖派奖往后顺延，直至一等奖
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2元可中1500万元，3元冲击2400
万元”神话延续。按头奖1000万元计算，
彩民2元最多可收获1500万元，即：1000
万元头奖+500万元派奖奖金；如果追加
投注的话，3元最多可收获2400万元，即：
1000万元头奖+600万元追加奖金+800
万元派奖奖金。

进行追加投注的基本投注，若中得
四等奖、五等奖及六等奖，则同时中得派

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依次为：100元、5
元、5元，因此，派奖期间3元投注中得四/
五/六等奖的单注奖金分别为400元、20
元、10元，比2元投注获得的奖金翻倍。

固定奖派奖将持续至3亿元奖金派
完为止。若最后一期固定奖派奖奖金余
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固定奖派奖奖金，则
从体彩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补足，固
定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本次派奖是体彩大乐透上市以来第
八次大规模的派奖活动。相比之前的派
奖活动，这次派奖创下三个新纪录——5
亿元派奖金额体彩历史最多、奖池处于历
年派奖期间最高位（目前已达26亿元）、惠
及彩民人数将创历史最多。 （兆封）

史上最强派奖来袭！体彩大乐透5亿奖金等你狙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