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酬谢客户 深化“银客”合作
本报讯（通讯员 刘

延军）秉持“以客为尊、携
手共赢”服务理念，农行
南阳分行自“春天行动”
启动以来，有序开展“农
情相伴·感恩有礼” 酬谢
活动，深化“银客”合作。
该行先后邀约 200 余名
个人、企业高端客户举办

2020 年新春联谊会，邀
约 99 名目标客户举办

“不忘初心 携手前行”
高端客户尊享农银人寿
专场答谢会，开展“一对
一”交流互动，当场“爆
单”25 单、出单 20 万元、
预签保费 470 万元。
按照上级行“农情相伴·

感恩有礼”贵宾客户拜访
活动要求，该行依据贵宾
客户年日均金融资产排
名，对目标客户进行分层
拜访慰问，并灵活采取微
信、短信、邀约举办客户
沙龙等方式送春联、送祝
福、送产品、送服务，确保
春节前拜访覆盖率达到

100%。 该行负责同志表
示，农行南阳分行将一如
既往、砥砺前行，把“面向
三农、服务城乡、回报股
东、成就员工”的企业文
化理念落实到金融服务
的更广层面、 更宽维度、
更深领域，谱写银企、“银
客”合作的新篇章。

金闪借“贷”出幸福
本报讯（特约记者 蒋红升）近期，工商银

行推出普惠金融产品———“金闪借”，正常缴纳
住房公积金的个人客户最高可获得 20 万元信
用额度，线上自助操作，一次发放分期还款，随
借随还，具有“费率低、期限长、秒授信、秒放
款”的特点，受到广大市民青睐。该产品自推出
以来，已为南阳市民发放消费贷款近亿元。

据悉，工行自元旦开始推广“工银新春·
幸福分期”促销活动，南阳市民可登录工商银
行手机银行或“工银 e 生活”APP 查询“金闪
借”信用额度，以最低 2.7%的年费率获得个
人信用消费贷款，最长 5 年、提前还款免收违
约金。 据该行客户经理测算， 办理 1 年（12
期）1 万元幸福分期,全年仅需手续费 270 元，
每期（月）手续费 22.5 元，日均手续费不到 8
毛钱。 据悉， 个人信用消费贷款不可用于投
资、经营和购房。 12 5

光伏电站 暖了贫困家庭
本报讯（通讯员 海

亚骞 武阳）近日，中信银
行出资 890 万元，在定点
扶贫的甘肃省宕昌县捐
建了一座光伏发电站，温
暖了甘江头乡的贫困户。

2019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甘肃省宕昌县光伏
扶贫电站———理川镇汪
布村联村电站正式并网
发电 ， 当天并网发电
1590 千瓦·时。 据悉，该
项目将连续运行 25 年，

可实现平均年收入 115
万元， 惠及甘江头乡张
家山等 5 个贫困村 294
户贫困户， 每年户均收
入可增收 3000 元以上，
实现了扶贫工作由“输
血模式”向“造血模式”
的转变。

在甘肃宕昌县 ，中
信银行除了投入 890 万
元建设光伏扶贫电站
外， 还先后投入 275 万
元用于帮扶村基础设施

建设、专业养殖、扶贫助
学和劳务技能培训 ，促
使帮扶的茹树、扎峪河、
坡里 3 个村在 2017 年
实现整村脱贫， 被甘肃
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外帮
扶单位“民心奖”。此外，
中信银行还在张家山村
扶贫点投入 125 万元用
于养殖中华蜂、 种植花
椒树、发放助学金、建设
扶贫车间及电商平台等
项目。

2019 年， 中信银行
获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
的“助力打赢‘三大攻坚
战’成效奖”年度大奖，
是 10 家获奖银行中唯
一的股份制银行。 该行
未来将继续践行国家脱
贫攻坚战略， 努力建设

“有担当、有温度、有特
色、 有尊严的最佳综合
金融服务企业”，为我国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贡献力量。

信贷产品人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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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团存款 有趣更有“利”

本报讯（通讯员 党盼
攀）“家人们， 快来和我一
起在建行拼团存款。这样，
同类产品相比， 起存金额
更低、利率上浮更高。 ”近
日， 经常使用建行手机银
行 APP 理财的马女士发
现了一个定期存款新玩
法：拼团存款。她在建行手
机银行 APP 上发起了一

个拼团存款， 把专属链接
分享到家人群里。

很快，群里热闹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存款
还能这么玩， 我要试一
试。 ”、“有意思，也算我一
份。 ” 家人对马女士说的
“拼团存款” 十分感兴趣，
不一会， 拼团存款就成功
了。 一家人纷纷为这样有

趣、便利、高效的定期存款
方式点赞。“拼团存款是今
年建行推出的存款新玩
法， 很多客户都在拼着
存。 ”马女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 一季度期
间，建行配置的拼团存款
产品主要是整存整取定期
存款，存期有 3 个月、6 个
月、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拼团门槛比较低，
5000元起。 任一建行手机
银行用户均可在建行手机
银行 APP 上发起存款开
团， 然后可以将生成的专
属链接发到群里邀请亲朋
好友参与拼团，3 人即可
成团， 拼团人数达到成团
人数时， 系统会自动发起
产品批量购买。

财经编辑 刘一辰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刘婕 2020年 1月 14日 星期二12

“金鼠纳财” 贺岁产品热销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倩华）1 月 11 日上午，中
行南阳分行携手宝泉钱
币、中国工艺、中金国礼、
国金黄金等多家厂商，在
南阳宾馆成功举办“金玉
满堂·金鼠纳财” 新年贵
金属展销会。 展厅分为

“北京冬奥、收藏传承、金
鼠贺岁、名品配饰”四部
分，300 多名中高端客户
前来参会。

活动现场，南阳分行
副行长李保带头购买“萌
趣趣”贺岁产品，极大鼓
舞了客户的购买热情。南

阳某私企老板现场订购
三套“舞动冬奥”花丝银
盘，价值四万元，成为签
售现场消费最“牛”的客
户；一个曾荣幸参加中行

“好运北京” 夏令营活动
的小朋友和妈妈购得熊
猫金币大全套，并现场抽

到价值 900 多元的冬奥
特许奖品，成为签售现场
年龄最小又最幸运的客
户。活动现场销售贵金属
50 多套价值 50 多万元，
预订累计 200 万余元，为
该行贵金属销售“开门
红”奠定坚实基础。

晨报财经投诉平台
投诉电话：0377-63505000、63505003

为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最大的帮
助与支持

旅游卡折扣享不停
本报讯（通讯员 杨娜）近日，邮储银行

南阳市分行联合市旅游协会，推出省内首款
旅游行业联名信用卡产品。

大美南阳旅游卡具备该行金卡级银联
IC 卡的全部功能，包括消费、取现、分期、免
息期等金融功能。 客户凭卡在南阳西峡老界
岭、五道幢、龙潭沟、丹江大观苑、中泰豪生
大酒店等 100 多家签约商户可享受不低于
商家会员卡折扣的优惠待遇及其他会员专
享服务。 每年 5 月 19 日根据景区规定免费
畅游所有合作景点、景区。 持卡客户可免费
享受南阳市旅游协会提供的旅游法律援助
服务。 持卡客户均可在旅游协会指定商家享
受分期购买旅游套餐服务。

咨询电话：0377-6156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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