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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蒋红升）“e 抵快贷”是
工商银行以客户个人房产作抵押， 为小微企
业与小微企业主提供的小额捷贷产品， 用于
生产经营合理的资金周转。 该产品具有高效
便捷、额度较高、循环期长、成本较低的优势，
能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工商户“短、小、
频、快”的资金需求。

该产品以抵押方式办理，线上操作，额度
循环，随借随还，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500 万元，
贷款利率可享受工行小微贷款利率优惠，贷款
额度循环期限，最长可达 10 年（目前为 6 年）；
抵押方式主要为市区优质住房抵押。以小微企
业主（个人）名义申请办理时，其名下须有经营
实体且经营活动正常， 个人借款年龄应在 18
周岁（含）至 65 周岁（不含），具有合法有效的
身份证明和完全行为能力；个人及经营实体未
被纳入法院被执行人名单；个人未涉及刑事案
件及承担刑事责任。 办理操作流程简单快捷，
客户进入个人版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在搜索栏
输入“小微 e 贷”，然后点击进入“小微 e 贷”，
选择“网贷通”， 按照提示填入贷款基本信息
后，即可提交完成申请。

本报讯（通讯员 党盼攀）建行为客户提
供多种理财产品， 同时为专属客户群体提供
包括存款、支付结算、消费融资、非金融增值
服务等一揽子专属、便捷、安全的综合金融服
务项目。

建行理财“乾元-私享”“乾元-尊享”“乾
元-优享”系列产品具有起点较高、预期收益
较高、期限灵活、可转让等特点，是高端客户
尊享的理财产品。

“乾元-私享” 净鑫净利、“乾元-安鑫”系
列、“乾元-恒赢”“乾元-建行龙宝” 等净值型
理财产品具有“放心买、起点低、随意取、收益
高”的特点，起点 1 万元，递增金额 1 元，且产
品期限丰富，有按日开放、按周开放、按月开
放和按年开放，兼顾资金的流动性与收益性，
满足客户多样化理财需求。

“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是
一款保本理财产品，具有期限灵活、收益较高
等特点，1 万元起点，递增金额 1 元，本金保
证，让客户无忧理财。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延军）农行南阳分行深入
贯彻落实改进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 服务实体经济的
工作要求， 积极创新推广
首款全线上纯信用小微企
业法人信贷产品“微捷
贷”， 实现“秒申”“秒审”
“秒贷”， 受到小微企业客
户欢迎， 自去年开办以来
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
至 3 月末已为 50 余户小
微企业发放“微捷贷”
951.47 万元， 微捷贷有贷

客户转化率达 27.62%，均
居河南农行系统前列。

据了解，“微捷贷”是
农业银行以小微企业及企
业主的金融资产、 房贷等
数据为依据， 依托电子渠
道，为客户提供可循环、纯
信用的小微企业网络融资
产品。 该产品单户贷款额
度最高可达 100 万元，主
要满足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真实、 合法的流动
资金需求。

针对小微企业通常规

模小、缺乏抵（质）押物等
特点，“微捷贷” 借助金融
科技，通过分析工商、征信
等 14 大类近千项数据，对
小微企业进行多维度客户
画像，批量挖掘潜在客户，
通过对客户的全方位评
价，破除对抵（质）押物的
依赖， 大幅降低客户准入
门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问题。

“微捷贷” 创新小微
企业融资流程，支持全流
程线上化操作。 通过让数

据代替客户“跑腿”，小微
企业主可足不出户、随时
随地通过农业银行企业
网银、手机银行等电子渠
道，完成贷款申请、合同
签订、 提还款等操作，实
现“即需即贷”，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慢问题。 同时，
为客户核定了可循环授
信额度，小微企业可根据
经营需要， 随借随还、按
日计息，切实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
业“融资贵”问题。

小微融资首选“微捷贷”
e 抵快贷一“点”就贷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咏梅）近日，在《中国人民
银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关
于 2018 年度银行业金融
机构综合评价工作情况
的通报》中，邮储银行南

阳市分行被评为 A 级金
融机构。

近年来， 邮储银行南
阳市分行立足于“服务三
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
区”的市场定位，加大资源

投入， 主动对接融资服务
需求，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着力做好普惠金融， 在南
阳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下一步，邮储银
行南阳市分行将立足南阳

地方经济实际， 围绕社会
民生、金融扶贫、小微企业
和三农发展， 加大贷款投
放力度，加强产品创新，不
断为南阳地方经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获评 A 级金融机构

理财产品随心选

本报讯（通讯员 海亚
骞） 中信银行零售业务积
极拥抱金融科技， 全面布
局平台化、 生态圈和开放
银行的多端口接入客户策
略， 并在客户旅程上全程
嵌入“信守温度”的品牌理
念， 提升了零售客户在银
行的旅程体验。

2018 年中信银行零
售银行业务呈现七大经
营亮点： 客户规模增长，
个人客户 8831.76 万户，
同比增长 22.65%； 业务
规模增长，个人客户管理
资产、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均超 20%； 精准营销，数
据引领，零售占全行营业

净收入超三成； 智能投
顾、 理财产品转让平台，
客户体验更顺畅；客户旅
程数字化改造， 打造 AI
精准营销平台；加快布局
开放银行，全面迎接生态
圈建设；提出“信守温度”
品牌理念，成为业务发展
新动能。

中信银行零售银行业
务负责人在强调 2019 年
零售规划时说，“用数字
化、 平台化构建开放银行
生态圈， 用有温度的数字
化和技术来感知客户需
求，沉淀客户基石，做大管
理资产规模， 让中信银行
成为有温度的银行”。

零售业务亮点纷呈

本报讯 （通讯员 潘
毅）近日，在中原银行总
行召开的 2019 年一季度
全行公司条线经营分析
会上，南阳分行一举荣获
“‘开 门 红 ’ 负 债 贡 献
奖 ”、“生 息 资 产 新 增
奖”、“机构负债业务增量
卓越奖”、“投行资产投放
优胜奖”、“交易银行业
务‘中收红’贡献奖”等五
项奖励。

2019 年“开门红”全
面启动以来， 中原银行南

阳分行紧跟总行发展导
向，在对公业务发展上，呈
现“早储备、快落地、抓重
点、扩来源、严督导、重辅
导、重产品、活运用”的特
点， 早在去年 9 月便组织
开展了“金融服务进政府”
等活动， 先后储备重大项
目 42 个资金 102 亿元。

同时， 加快项目资金
落地步伐，一季度，先后
落地重大项目 16 个 24.7
亿元；坚持对公业务抓项
目、抓机构类存款，通过

营销土地保证金、非税收
入、代理资格等扩大对公
存款来源。 至 3 月 31 日，
对 公 存 款 较 年 初 净 增
15.8 亿元，位居各分行前
列；采取“日通报 、旬总
结、月分析”措施，及时通
报业务进度及存在问题 ,
并对活动开展 、 产品运
用、 客户提升等强化辅
导，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加快工作进度；注重加强
对新业务、新产品的宣传
推介，为企业制订产品服

务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
的融资难题，促进了对公
业务的发展。 一季度，共
落地原租通业务 16 笔
6.85 亿元，带动定期存款
5.6 亿元， 实现中间业务
收入 700 余万元。

下步， 该行将紧跟总
行考核导向，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 强化对公新
业务、 新产品的应用，进
一步加快重大项目落地
步伐，力促对公业务发展
再上新台阶。

对公业务荣获五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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