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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邮储银行南阳市
分行扎实推进以“守护您的
安全、畅通金融消费”和“聚
焦老年客户、 宣导适老服
务 ”“倡 导 理 性 消 费 、 珍
视 个 人 信 用 ”“强 化 风 险
意 识 、 防范电信诈骗”以
及“开展‘断卡’行动、合法
使用账户” 为主题的 2021
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
里行活动。

该行组织辖内机构采用
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 6 月
7 日，方城县支行工作人员走
进古庄店镇田间地头， 利用
农民收麦子间隙发放宣传折
页并现场宣讲金融知识；6 月
8 日，唐河县支行组织业务骨
干深入县防疫站宣传金融知
识；6 月 9 日， 邮储银行南阳
中心支行深入高新区汉冶社
区公园针对中老年人进行金

融知识宣传；6 月 10 日，市分
行信用审批部业务骨干走进
南阳理工学院对在校学生开
展征信知识宣讲。

另外， 该行在宣传的过
程中广泛征求居民对邮储银
行服务的意见 , 并将产品推
介与金融消费知识宣传密切
结合起来 , 深化了广大消费
者对邮储服务的认识 , 取得
了良好效果。 （杨娜）12 5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始终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 以台账式管理
为抓手，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不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列出必学台账， 强化学
习效果筑基础。 该行分层分
类建立学习台账，明晰责任，
统一标准。 建立《郑州分行党
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台
账》和《郑州分行党委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计划台

账》。 制定“四本书”学习台
账， 专题系统化列出详细的
学习计划表， 具体到每周每
天。 各基层党组织按照台账，
通过党委会、 中心组学习会
议、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
式进行学习讨论， 开展党史
知识测验。 运用“共读百年党
史，汲取奋进力量”线上读书
班等信息化平台， 每天打卡
10 分钟，每周通报进度。成立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派出 4 个巡回指导组，
对 8 家二级分行党委、135 个

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情况进
行检查指导， 持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列出实事台账，注重服务
于民显担当。 条线部门开展
志愿防诈骗、 防非法集资系
列宣传活动， 解答群众问询
100 余次， 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 党员走进郑州市老年
大学， 为 500 余名学员办理
年审。持续三年开展“用心服
务、 从我做起” 服务提升活
动， 客户满意率达到 99.5%
以上。 （卢珊珊）12 5

12 5

近日， 工行南阳分行团
委组织青年员工前往宛城
区高庙镇郭厂村小学，开展
留守儿童慰问活动。 通过向
小学生赠送文体用品、视力
检查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
展现工行青年责任担当，用
心筑起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阶梯。

青年志愿者勉励孩子

们：“你们今天是少先队的一
分子， 明天是祖国建设的主
力军， 要勤奋学习、 加强锻
炼，努力做新时代德、智、体、
美、 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通过交流沟通， 给留守儿童
带去美好希望， 帮助贫困少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活动期间， 工行南阳分
行青年志愿者们还开展了

“爱目行动” 眼科义诊活动，
联合当地医疗机构， 为留守
儿童开展视力检查， 并宣传
眼保健知识， 促进儿童视力
保护，确保小学生视力健康，
为孩子们点亮希望、 照亮未
来， 传承和发扬工行青年不
断践行社会责任的志愿服务
精神。

（郭绍东）

普及金融知识 维护消费者权益
龙支付加油享优惠

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 河南建行龙支付个人
客户（仅限龙支付绑定的建行借记卡、建行信用
卡给予优惠，龙支付钱包账户不享受优惠）通过
加油河南 APP 一键加油功能，使用建行龙支付为
石化钱包充值，可享随机满减优惠。

活动期间，每次充值满 100 元，最低优惠 10
元，最高优惠 99 元；每人每月限参加 2 次，每人
每天限参加 1 次；全省每天 3000 个优惠名额，先
到先得； 每月使用建行龙支付为石化钱包充值 3
次及以上客户，次月 5 日前赠送 1 张 98# 汽油体
验券（满 200 元立减 20 元）。

下载龙支付 APP，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绑定银
行卡（建行卡或非建行卡），完成密码设置，即可开
通。 下载加油河南 APP，注册登录，点击一键加油开
通账户，绑定车牌，添加油品，为钱包充值。

（樊玉秋）

线上抵押贷就是快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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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一辰）
12 5

乡村振兴金融先行
乡村要振兴，金融要先行。 上半年以来，农行

南阳分行以打造“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领军银行”
为目标，聚焦重点领域，用心用力用情，奋力书写
支持服务乡村振兴的合格答卷。

至 5 月末，该行 6 家重点脱贫县支行贷款余
额 71.52 亿元，较年初净增 7.79 亿元，完成省分
年度计划的 110%；累计向牧原食品、仲景宛西制
药、想念食品等 17 家省级、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发放贷款 64.08 亿元；“惠农 e 贷” 规模达
5.25 亿元，累计覆盖 5000 多户；全行县域贷款较
年初净增 16.31 亿元，涉农贷款净增 13.29 亿元，
分别完成省分年度计划的 108%和 97%； 全行县
域掌银用户已达 116 万户，数字乡村”金融服务
已注册村庄 236 个，注册村民近 3 万户，掌银端
自来水缴费已覆盖全市 8 个县域，“智慧医院”交
易笔数达 26.3 万笔，“智慧校园” 线上交易笔数
12.1 万笔，交易金额 1420 万元。

借助“兴农商城”平台，帮助脱困乡村地
区农产品经营企业“上线、进城”，共上线商户
21 家，涵盖 7 个脱贫县，在售商品 235 种，累计帮
助销售商品 453 万元，为脱困县特色农副产品打
通了销路。 （刘延军）

爱目行动 点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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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促发展 注重服务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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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正在为孩子检查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