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贷产品销售火热
“线上抵押贷” 是交行为支持中小企业

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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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一辰）12 512 5

白领贷 放款快
本报讯（通讯员 李咏梅）日前，邮储银行

推出以信用方式，无需任何抵押的白领贷，该
贷款是面向符合特定条件的个人客户发放，
由客户申请、自助用信的个人信用消费贷款。
该业务免担保、额度高、支用灵活、放款快，最
高可贷 50 万元，三年有效。如果资料齐全，次
日即可放款。

“白领贷” 主要用于旅游、 房屋装修、购
车、 购买大额消费品等。 贷款对象为 18 岁至
60 周岁之间， 信用记录良好的机关、 事业单
位、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国企、上市公司、央
企、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当地优
质企业等单位正式在编员工。申请模式为微信
线上测算链接进行额度测算，线上测算，线下
专人服务。审批通过后，可通过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进行支用，随借随还。 办理该业务需提供
身份证、婚姻材料证明、户口簿、收入证明、半
年工资流水、资产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存
款、不动产证、行驶证、保单等）。

线上贷款 支农惠企
本报讯（通讯员 刘延

军 邹武衡） 今年 5 月，农
行方城县支行首笔“纳税
e 贷” 在方城县双峰矿产
品购销有限公司顺利投
放，贷款金额 100 万元，办
贷只需 3 分钟， 利率优惠
到底，年息仅 4.65%，线上
申请、1 秒到账， 信用贷
款、无需担保，利随本清、
随借随还。 8 月，该行首笔

“惠农 e 贷”在广阳镇大李
庄村实现投放， 贷款金额
10 万元，年利率只有 5%，
不需担保、 抵押， 按季结
息、一次还本。 很快，农行
这两款“线上”产品就因独
特优势而迅速“蹿红”。

打造支农新品牌———
“惠农 e 贷”

今年以来， 农行方城

县支行以服务乡村振兴为
引领， 积极探索推进互联
网金融服务“三农”的新模
式、新路径，抓住“惠农 e
贷”“线上化、批量化、便捷
化、普惠化”的产品特色，
主动对接县烟草局、 农业
农村局、 粮食局等主管部
门， 对全县重抓重推的农
业特色产业进行深入调查
了解， 对全县烟草种植农
户、花生购销农户、辣椒购
销农户、粮食经纪人（粮食
收购农户）、 粮食种植大
户、综合批发市场商户、烟
酒零售店等行业进行整体
准入，运用“惠农 e 贷”纯
信用、无担保、无抵押、低
利率、线上化、批量化、简
洁化等优势， 有效破解农
户“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 该行与省农担公司建
立农业信贷担保系统战略
合作关系， 将单笔最高额
度放大至 30 万元。“惠农 e
贷”推出不足三个月，该行
就支持全县普通农户 235
户、贷款金额 2031 万元。

打造惠企新品牌———
“纳税 e 贷”

“纳税 e 贷”是农行以
企业涉税信息为主， 结合
企业及企业主的结算、工
商、征信等内外部信息，运
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评
价，为客户精准画像，对诚
信纳税的优质小微企业提
供的在线自助循环使用的
线上融资产品。

农行方城县支行积极
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小微
企业的社会责任， 加大产

品推广创新力度， 与县税
务局、 市场监管局等协同
联动，先后组织召开“纳税
e 贷”推介会、开展“纳税 e
贷”宣传推广月活动。 为将
服务小微、 支持实体经济
的各项政策执行、 落实到
位， 该行专门成立小微企
业服务团队， 推行名单式
营销、定制式服务，为小微
企业提供管家式综合金融
服务方案。 目前，“纳税 e
贷” 已成为农行服务小微
企业的“拳头”产品，有效破
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首
笔“纳税 e 贷”放出不足一
月时间， 该行就为县域 16
家小微企业投放流动资金
贷款 641万元，充分满足了
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
融资需求。

龙卡分期优惠多
本报讯（通讯员 党盼攀）日前，建行南阳

分行发行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该卡包含航空
意外险（白金卡最高 500 万元，金卡最高 100
万元）、 航班及行李延误险、 境外失卡保障；
TBR 境外接送机优惠礼遇、 机场停车礼遇、机
场 CIP 快速安检及休息室礼遇等。

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
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 0手续费；办
理手续简便，最长 60期还款期限，每月手续费率
0.32%；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

龙卡分期通专属授信额度最高 30 万元；
申请手续便捷，审批放款快速；涵盖衣食住行，
满足生活所需；轻松还款，最长 60 期，还款无
压力，每月手续费率 0.45%。

龙卡装修分期零首付，装修金额可全款申
请;最高可申请 50 万元；期限长，最长 60 期（5
年）；用途广，资金可自由刷卡支配，适用于建
材、家电、超市、装饰公司等；还款易，可提前还
款，无违约金，不再收取剩余手续费。

护航计划 守护留学梦想
本报讯（通讯员 海

亚骞）为更好地服务留学
家庭，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日前举办 《2019 出国留
学蓝皮书》发布会暨护航
计划启动仪式，用有温度
的服务守护每一个留学
梦想。

《2019 出国留学蓝皮

书》 构建从出国决策、留
学申请到留学后规划的
完整体系，首次引入 117
位职业经理人深度访谈，
从用人单位的视角，评估
留学归来人群在职业发
展中的优势与劣势。

目前，该行全球签服
务覆盖 70 多个热门国家

和地区， 同时推出线上
“留学狂欢节”活动，想要
了解更多详细内容的准
留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
申请中信银行“护航计
划”联名借记卡，争取到
免费赠书的机会。

中信银行联合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推出的

“护航卡”， 整合了跨境
汇款手续费专属优惠 、
见证开户免费、 便捷签
证、航班延误险等权益；
中信银行个人跨境汇款
服务品牌“信 e 汇”，费
率低、到账快，为留学家
庭 提 供 跨 境 支 付 新 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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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分期信用卡 消费 5 次免年费
本报讯（特约记者 蒋

红升） 工行日前推出幸福
分期信用卡， 该卡功能等
同于现有普通信用卡，如
存款、消费、分期等。

分期期限支持 2 至
60 期，最长不超过 96 期。
手续费率由总行下限管
理。其中，促销活动期 e 分
期、直接分期、定制分期，
年手续费率 2.7%，消费转
分期、账单分期、短信分期
手续费率执行现有最低限
价费率标准。 提前还款免
收违约金。

若客户需要办理幸福
分期信用卡（非实体卡）或
者 e 分期信用卡， 可通过
1828 交易查询预审批额
度。如有多条记录，以当前
预审批标志为“是”的记录
为准； 若 1828 没有记录，
公积金客户可通过秒授信

功能实时添加预审批额
度。目前，幸福分期信用卡
（非实体卡）仅可在智能终
端和便携终端申请。 幸福

分期信用卡（实体卡）可通
过纸质申请表、 线上渠道
申请。 每张卡年费 50 元，
消费 5 次或累计 5000 元，

即可减免当年年费。 幸福
分期信用卡（非实体卡）可
绑定手机银行、支付宝、微
信等进行线上支付。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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