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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产品期限活
本报讯（记者 刘一辰）“线上抵押贷”是交

行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出的基于客户真实
经营背景，有优质资产抵押的便捷化信贷支持
产品，利率最低可执行至基准利率，最长贷款
期限 5 年；全线上审批，无评估费及其他附加
费用。

“税融通” 是交行推出的纯信用类贷款产
品（免抵押、免担保），以借款申请人的经营实
体在税务机关申报、 记录的纳税数据作为额
度核算主要依据, 额度高（单户最高 300 万
元）、审批便捷（纯线上申请无纸化操作，最
快 3 分钟贷款即可到账）、利率低（年息最低
4.96%）。 详询：王经理 18537758077，冀经理
15672750237。

工银理财节开幕
本报讯（特约记者 蒋红升）8 月 1 日~31

日，工行将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工银理财节”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投资者
教育、智慧零售服务体系发布和 828 论坛等系
列活动，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投资者教
育、践行普惠金融的大行担当。

据介绍，本次理财节活动以“慧理财 惠生
活”为主题，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为契机，践行国有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履行
为个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命，
以国有大行的担当精神，帮助更多客户智慧理
财，享受美好生活。

在 8 月份理财节举办期间，将以“专属福
利日”“安全保障日”“创新产品日”“爆款产品
日”定位每周主题，通过投资者教育线上测试
活动、举办 828论坛、大型主题沙龙、网点微沙
龙等各类线下活动 30万场， 直接服务客户超
过 10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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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 ETC�服务惠民生
本报讯（特约记者 蒋

红升）为推动高速公路 ETC
的发展运用工作，工商银行
推出免费办理 ETC 业务，
南阳分行便捷的申请方式、
高效的安装服务、实惠的折
扣活动，深受广大市民认可
与好评。 截至 7月底，该行
已为当地 4.2 万辆机动车
免费办理了 ETC。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
要求， 到 2019年底， 各省
（区、市）汽车 ETC 安装率
要达到 80%以上，通行高速
公路的车辆 ETC 使用率达

到 90%以上。该行通过进单
位、进社区、进商场、进军营
等多种方式积极扩大推广
覆盖范围。通过在当地主流
媒体和市区候车亭以及社
区、酒店电梯、道闸等渠道
全面发布 ETC 宣传广告，
同时充分发挥科技优势，
推出了线上和线下“双渠
道” 免费办理 ETC 业务，
让市民轻松完成 ETC的办
理和安装。全辖上下充分利
用自媒体进行宣传推广，发
挥员工“微信”朋友圈传播
作用， 实时推送 ETC 推广

活动内容，并做好客户预约
安装工作。

该行 ETC 业务覆盖
广、办理快、优惠多的优势
特点，使其成为广大市民申
办 ETC 的首选银行金融机
构。 为扩大 ETC业务发展，
简化 ETC 业务办理的手
段， 推出 ETC 现场发卡业
务，优化发卡流程。 客户到
网点营业持本人身份证、行
驶证和车辆照片即可立即
办理、激活安装。 该行积极
开展 ETC 便民惠民服务活
动， 全辖各营业网点成立

ETC外拓服务团队，积极向
市民宣传 ETC 业务便利
性，并在车管所、汽车检测
站、汽车美容店、停车场、
加油站、汽车 4S 店、企事
业单位、 社区和楼盘等区
域设立 ETC 便民服务点，
现场免费为客户办理 ETC
业务，提供 ETC 便捷优惠
服务， 努力将惠民便民措
施惠及更多车主用户，助
力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着力解决高速出入口拥堵
难题，赢得政府相关部门和
广大车主好评。

“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 海亚

骞）近日，中信银行发布了
第 9期"资管经理人景气指
数（AMI）"。 该指数以 50作
为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的
分界点，AMI 高于 50，反映
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高；
低于 50， 则反映银行资管
行业景气度较差。 第 9 期
AMI综合指数为 50.5，依然
在荣枯线以上，但较上一次

回落 2个百分点。
第 9 期 AMI 继续使用

分类指数对银行资管行业
进行了全面刻画。三大区域
的 AMI 在第 9 期表现出现
分化。得益于西部地区基建
发力空间较大和地方专项
债发行上量， 仅西部区域
AMI位于 50 以上，为 55.4，
较上一期提升 0.4 个百分
点。 东部区域 AMI为 48.2，

较上一期下降 2.7 个百分
点。 中部区域的 AMI 为
46.3， 较上一期下降 9.5个
百分点，降幅较大。

在三大扩散指数中，第
9期市场条件 AMI 为 56.3，
较上期明显回落。 整体而
言， 市场条件 AMI 连续四
期在荣枯线以上，呈现持续
改善的趋势。客户需求 AMI
为 52.6，连续两期站在荣枯

线之上。其所涵盖的三项指
标中， 客户数量 AMI 为
58.4， 较上一期大幅提升，
显示银行客户在" 房住不
炒"的大环境下理财投资需
求进一步提升。 投资管理
AMI为 44.5，在第 8 期短暂
回升后有所回落，且连续九
期处于荣枯线以下，表明银
行资管在投资管理方面景
气度依然较弱。

金融活水润乡村 下乡实践忙为民
本报讯（通讯员 党盼

攀）近日，建行大学“金智
惠民 乡村振兴” 万名学
子暑期实践方城活动启
动。 8 月 2 日上午，南阳分
行党委书记、 行长张中歌
带领办公室、 人力资源部
主要负责人， 在方城支行
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前

往方城县赵河乡大史庄
村，看望慰问实践学子，参
与体验实践活动。

在抵达大史庄村后，
张中歌与实践队员首先对
大史庄村留守儿童进行慰
问，并为孩子们带来书包、
文具、书籍、水杯等礼物。
活动期间， 张中歌现场体

验由实践队员与孩子们共
同带来的《歌唱祖国》、“中
国很赞” 手指舞挑战、“你
来比划我来猜” 等游戏活
动。 张中歌表示希望能通
过“金智惠民，乡村振兴”
活动， 为当地留守儿童们
的生活增添一份温暖，使
孩子们在精神上得到帮

助， 让孩子们充分感受来
自社会、来自建行的关爱。
活动结束后， 张中歌与暑
期社会实践学子进行交
谈， 询问了实践队员生活
上、 实践中以及未来规划
等问题，并进行了指导，表
达了对实践队员的鼓励以
及未来期望。12 5

推广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系统
本报讯（通讯员 刘延

军）7 月中下旬以来，农行
南阳分行抓住省政府建
设推广“河南省农民工工
资支付监管系统”、全省
农行系统鼎力支持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
有利契机， 自觉履行服
务“三农 ”的大行担当，
积极开展代发农民工工
资营销工作，目前已成功

营销对公账户 15 户，开立
企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8 户， 实现代发金额 2010
万元，居全省前列，进展
迅速。

根据省分行统一部
署，结合南阳市情，农行
南阳分行专题召开帮扶营
销农民工代发工资推进
会， 发起代发农民工工资
专项营销行动，组建“机

关党员先锋队”， 会同省
分行帮扶指导小组，在全
辖开展代发农民工工资
营销活动。 省、市、县行、
网点四级联动，营销团队
顶着炎炎烈日，主动拜访
市政府主管领导、市人社
局、 住建局主要负责人，
汇报沟通， 深化协作；深
入重点目标企业、项目建
设工地、建筑工程施工单

位等，传导省政府政策和
“治欠保支”相关要求，讲
解办理流程，争得理解共
识，达成合作意向，并高
效跟踪对接 ， 探讨具体
资料 、手续 ，解难答疑 ，
向上级行及时申请外拓
设备等， 促成账户开立。
该行营销团队的工作作
风、服务效率赢得客户高
度赞赏。

ETC 设备免费送
本报讯（通讯员 李咏梅）邮储银行南阳市

分行推出畅享 ETC 设备免费送活动。 新增
ETC 客户绑定我行借记卡或信用卡， 免费送
ETC设备。

活动期内， 办理 ETC 记账卡并签约借记
卡的客户，最高享通行费六折优惠，每月优惠
上限 600元。 据介绍，邮储银行所有借记卡上
月月日均活期存款 1万元（含）~5万元，可享通
行费八七折优惠，每月优惠上限 50 元；上月月
日均活期存款 5 万元（含）~10 万元，可享通行
费八五折优惠，每月优惠上限 100 元；上月月
日均活期存款 10万元（含）~50万元，可享通行
费八折优惠，每月优惠上限 300 元；上月月日
均活期存款 50 万元（含）~100 万元，可享通行
费七折优惠，每月优惠上限 500 元；上月月日
均活期存款 100万元（含）以上，可享通行费六
折优惠，每月优惠上限 600元。 请携带您的身
份证、行驶证、邮储信用卡或储蓄卡前往邮储
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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