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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积极践行普惠金

融， 为助力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出积极贡献。
至 9 月底，惠农服务点服务农村居民 15 万人，累计
投放惠农贷款 3.8 亿元，

为有效缓解农户贷款难， 该行创新推出纯信
用、无抵押小额信用贷款产品———“豫农贷”，至 9
月底，累计投放“豫农贷”1.8 亿元。 同时在邓州汲
滩、方城杨集、内乡马山口等乡镇进行整村授信试
点，目前已建立 10 个信用村，努力实现“村村能贷
款、户户有授信”。

为快速提升农村治理水平， 该行加快推进服
务、金融、信息咨询于一体的“乡村在线”平台建设
和推广，着力提升农村党建管理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水平；为畅通农村结算渠道，该行依托布设的智能
发卡机、查询机、助农 POS 等，实现城乡居民余额查
询、小额取款、转账汇款，及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水费、电费、话费、燃气费等代收代缴，真正实现

“服务不出门、存款不出村”。为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该行持续推进“互联网+大数据+农村金融”的服务
模式，在农村居民中推广中原银行惠农 APP 和“中
原聚商”产品，打通所有线上销售通道，真正解决农
村“最后一公里”物流难题。 （潘毅）

多措并举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为认真贯彻落实“六稳”“六

保”工作任务，落实落细市委市
政府工作部署，农行南阳分行以
金融力量助推地方经济行稳致
远。 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发放
贷款 53.64 亿元， 较年初净增
28.29 亿元。

为重点项目复工“赋能”，该
行围绕新能源发电、 生态产业园
等项目、产业，逐户制订金融服务

方案，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今
年累计新增法人贷款 14.15 亿元；
为重点领域发展“护航”，该行全
面对接重要医用物资、 生活物资
骨干企业金融需求， 先后共计为
纳入全国性、 省级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名单的单位发放贷款
5.4 亿元，为市级某重点医院新增
6 亿元授信需求；为利企惠民增添

“动能”，截至 10 月末，该行通过

“纳税 e 贷”“烟商 e 贷”“药商 e
贷”等线上产品，共计向企业、个
人客户等发放贷款 15.04 亿元。

下一步， 该行将紧紧围绕疫
情防控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从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信贷
结构、纾解小微企业困难，助力
市民消费扩容等方面发力，努
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硬
核支持。 （池洪涛）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严格遵
守相关政策要求， 在人民银行
利率政策和上级行具体规定的
框架内，认真落实利率下行、优
惠利率政策， 切实降低融资成
本，助力小微企业经营发展。

该行对小微企业在不违反人
民银行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在总省行优惠利率规定的具体范
围内，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办
理信贷业务，近年来，执行利率逐

年呈下行态势。 2018 年末，该行普
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 4.29%；2019
年末， 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
4.19%；2020 年以来， 该行发放普
惠贷款平均利率 3.96%，较年初降
低 0.23 个百分点， 客户融资成本
进一步降低。

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民营
和小微企业， 特别是今年疫情
发生以来， 为保障企业复工复
产，应对疫情影响，收入来源减

少，资金暂时紧张客户，该行主
动调整还本付息周期。 截至 7
月末，共为 85 户小微客户，金额
7929 万元的到期贷款， 主动办
理了临时性延期还本操作。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将继续综
合运用续贷、展期、再融资、宽限
期、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灵活解
决企业暂时出现的还款困难，切
实解决企业资金难题。

（蒋红升）

建行理财季 丰富理财“菜篮子”
即日起至 12 月底， 建行在

全国范围内推出“理财季”，力
推涵盖理财、基金、保险、贵金
属等在内的 60 余款重点产品，
帮助客户做好财富管理。

在基金产品方面，重点推出
精选长期绩优权益类产品，精
选长期业绩稳定的“固收+”产
品，以及养老公募基金产品，推
出四大专属活动： 精选长期绩
优权益类产品，开展定投费率 1
折优惠活动； 精选长期业绩稳
定的“固收+”产品，开展申购费
率 1 折优惠活动； 对有养老需

求的客户，开展养老公募基金产
品申购、 定投费率 1 折优惠活
动； 联合建行子公司建信基金，
共同推出建信基金旗下产品申
购、定投费率 1 折优惠活动。

在理财产品方面，除传统优
势自营理财产品“恒赢”“开鑫
享”“惠享”系列以外，联合建信
理财子公司，推出参与科创板和
创业板打新的“创鑫”、追求稳健
回报的“睿福”FOF 等理财产品，
通过多种策略有效丰富投资者
的理财“菜篮子”。 值得一提的
是，深受客户喜爱的低波动现金

管理策略明星产品“龙宝”，将在
“理财季”上线推出快赎功能，实
现申赎灵活和实时到账，大幅提
高投资者的资金效率。 此外，建
行还将联合建信人寿、建信财险
子公司， 以及多家龙头保险机
构， 共同推出 10 余款重点保险
产品。

贵金属产品方面，除持续加
强前期已向市场推出的“故宫瑞
兽” 系列爆款贵金属产品供给外，
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经典的建行金、
金钞等产品。

（党盼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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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抵押贷真快
日前，交通银行推出“线上抵押贷”，让客户足

不出户轻松贷款。
交通银行“线上抵押贷”，非常适合用于日常

生意资金周转，授信额度最高 1000 万元，个人授
信期限最长 5 年，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 1 年，根据
客户资质采用差异化利率；抵押物类型为住房，抵
押率最高七成；贷款方式为手机银行提款，循环额
度，随借随还。

与一般贷款相比，交通银行“线上抵押贷”除
申请便捷、利率低外，还有期限长、额度高、随借随
还等特点，可以让申请者享受到高效便捷、质优价
廉的普惠金融服务，真正实现“秒批”。 （李硕）

日前， 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法律与合规部组织
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专题培训电视电话会议，
此次培训市分行法律与合规部经理，市（县）分行、分
公司消保专员，营业网点（自营和代理）消保联络员
及临柜人员，累计 5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11 月 1 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实施细则部门规章的正式实施， 市分行法律与
合规部消保专员对将要落地实施的《中国人民银
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20〕第 5 号）进行解读、宣传贯彻。 培训中，该
行就近期金融机构因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 被人
民银行处罚千万元为例，向参训人员进行警示。会
后并依据培训内容， 组织参训人员通过线上进行
了测试，验收学习效果。 通过培训，大家提升了认
识，明确了工作要点，持续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质效。 （鲁诚 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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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加大贷款投放 推动制造业发展
今年以来， 中信银行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将金融服务制造业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 精准助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截至三季度末， 中信
银行制造业对公贷款余额 3297
亿元，较上年末增 704 亿元，增幅
27%， 其中制造业对公中长期贷
款余额 1017 亿元， 较上年末增
368 亿元，增幅 57%。

2020 年，中信银行向各主要行业
发放的贷款中， 制造业贷款发放
额和增量均位居第 1 位。 在业务
实践中， 中信银行将支持措施和
客户实际需求精准匹配， 将支持
制造业与支持企业防疫抗疫、复
工复产有机结合，如对比亚迪、华
北制药、 江西铜业等制造业企业
提供信贷支持， 有力保障了制造
业客户复工复产， 实现产业链协

同共振， 满足了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融资意愿， 为社会经济稳定运
行保驾护航。

下一阶段， 中信银行将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的决策部署， 强化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继续
把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和关键，
履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责任和
担当。 （海亚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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