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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银行功能多
本报讯 （通讯员王辉）日前，农行新版掌上银行安卓

版、ios版同步发布，新增三大“快e”功能，客户可在线申请，
系统自动审批并快速放款。

新版掌上银行对产品体系、视觉设计和客户体验进行

深度优化升级，具有更加流畅的操作流程、更加美观的视觉

感受、更加合理的功能设置，面向全网客户开放，支持客户

使用非农行卡在线注册电子渠道，开通电子账户，即开即

用，安全便捷，带来畅通无界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体验。

农行新版掌上银行新增三大“快e”功能：新增快e宝，投
资更灵活，1分起投，T+0实时赎回，收益高于活期和1年定
期存款，资金封闭流转，安全有保障。新增快e付，支付更顺
畅，提供多种灵活的支付方式，含密码支付、扫码支付、指纹

支付、短信支付等。新增快e贷，融资更便捷，客户可在线申
请，系统自动审批并快速放款。⑩9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

开展“百日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平宏凡）近日，农

发行南阳市分行在全辖组织开展信贷

财会“强基固本百日行动”，推进业务经

营健康发展。

“强基固本百日行动”采取市县两

级行自查自纠，市分行交叉检查，市

县两级行再整改、抽查、建立长效机

制等工作步骤，对近两年发生的财

会、信贷业务进行纠查，以确保信贷

财会基础工作的规范。该行强化合规

操作，规范业务经营行为,有效防止操
作风险,成立相关部门,定期通报检查情
况。⑩9

农业银行

发行四期“财富宝”
洛阳银行发行2016年第140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

限为58天，预期年化收益率3.9%；洛阳银行发行2016年第
141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88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0%；洛阳银行发行2016年第142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
限为184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0%;洛阳银行发行2016年第
143期“财富宝”理财产品，期限为345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0%。产品募集期至10月9日，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或柜
台申购。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理财咨询热线：60878699、61383588，地址：南阳市独山
大道与光武路交叉口北300米。⑩9

（李万鑫）
本报讯 （通讯员程晓）“阳光银

行”是中国光大银行于2015年正式推
出，为互联网金融用户倾力打造的全

新直销银行品牌，致力为客户提供优

质的服务和产品，做客户真正的手边

银行。

客户只需轻触指尖，不必往返柜

台、排队等候，任意多张银行卡轻松在

线注册，超低门槛，0手续费。光大“阳

光银行”提供7�24小时安全、便捷、高
效、专业的线上金融管家服务，让客户

享受全方位的“金融+生活”服务。
今年以来，“阳光银行”探索网络获

客创新模式，为客户提供“6+5”、“金
融+生活”服务体系，包括：保险理财产
品——财富宝、货币基金产品——阳光

宝、定期存款产品——定存宝、黄金定

投产品——积存金、理财夜市及贷款类

产品、网络公积金信用消费贷款6大金
融产品。同时，在此基础上，“阳光银

行”精心构建了5大生活场景式服务，
打造e社区，支持包括在线预约机场外
币兑换业务、易退税等出国金融服务，

以“云缴费”平台为基础的生活缴费服

务、实物黄金购买与赎回及在线申请、

审批信用卡等服务。目前，“阳光银行”

电子账户数已突破100万。⑩9

光大银行

“阳光银行”新版升级

国泰君安提醒投资者

远离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违犯国家金融管理

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

人）吸收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的常见

手段有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

以虚假宣传造势、利用亲情诱骗。

由于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参与者

投入非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

法律保护。因此，国泰君安证券南阳营

业部提醒广大投资者，一定要认清非法

集资的本质和危害，自觉抵制高息诱

惑。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

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期货、债券、基

金和开发项目时，投资者一定要认真识

别，谨慎投资，避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

损失。⑩9 （王淼）

长江证券

推出“转融通”业务
长江证券推出“转融通”证券出借

交易业务，证券也能放贷收租了。“转融

通”即证券出借交易，是指投资者将自

有证券通过证券公司出借给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按期归还所借证券、支付借券

费用及补偿相应权益的经营活动。

满足条件的投资者（境内机构投资

者、合伙企业），可向营业部申请并取得资

格，开通相应权限后，方能成为出借人。

交易所公布的可融券卖出标的券目前共

计874支，流通股和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
均可出借。业务特色：安全可靠、保本固

收、权益无忧、轻松管理、高效办理。咨询

电话：0377-61559888。⑩9 （刘杰）

洛阳银行

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

“微心愿”助圆梦
本报讯 （通讯员杨娜）近日，邮储

银行社旗县支行党支部结合“两学一

做”教育专题，积极开展党员进社区、认

领“微心愿”活动，主动帮助困难家庭实

现愿望，给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

重新点亮生活的希望。

年近 60的马争光没有想到“一袋
米、一袋面、一床被子”的微心愿这么快

就实现了，“感谢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

对我的帮助,我的愿望实现了。”马争光
激动地说。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微

心愿”物品虽小，却点亮了贫困家庭对

生活的希望，拉近了党与群众的距离。

下一步，该行将积极组织党员干部从日

常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对社区困难

群众进行有效帮扶，帮助他们实现心

愿，不断凝聚社区正能量。⑩9

农发行
杯

金 融 新 闻 大 奖 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建设新农村的银行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办理首笔国际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李方白）近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中南

支行营销的首笔11.3万欧元结售汇业务成功落地，这是该
行在贸易金融业务验收通过之后、国结系统正式上线以来

成功开办的第一笔业务。

该笔业务的成功办理，标志着该行在外汇业务方面实

现了新的突破。此次结售汇业务在中南支行积极营销下，

分行公司银行部、会计运营部及营业部工作人员大力配合、

齐心协力，积极向总行贸易金融部汇报寻求支持。经过总

行、分行、支行的共同努力，最终确保了此笔业务的顺利开

办。⑩9

本报讯（通讯员党盼攀） 为体现

金融机构传统网点服务与现代化电子

银行服务手段等多元化综合服务功

能，全面落实全行营业机构“综合

性、多功能、集约化、创新型、智能

型”转型要求，进一步改善资源配

置，优化网点劳动组合，为客户提供

更多优质服务，建行南阳分行将于10
月 15日起在城区网点推行“运六歇
一”工作模式，即如遇网点休息，客

户可以通过该行附近的网点、24小时
自助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电

话银行等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电话支付、移动POS
机等自助设备开始大量普及。据了

解，该行目前城区已建成自助银行44
个，其中离行式24家，附行式20家，
自助设备共计132台，发卡机1台，自
助银行交易量是柜面交易量的4.6倍；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客户

占比较高，是柜面交易量的18倍。自

助渠道和电子银行渠道已经成为该行

服务客户的第一大渠道。

该行南阳城区各网点分布合理，

网点相距适中。为了不影响客户办理

柜面业务，该行依据网点位置和客流

情况安排网点交叉轮休。周六休息：

分行营业部、孔明路支行、七一路支

行、永安大厦支行、建设西路支行、

高新路支行、人民路支行、范蠡路支

行、金城支行、卧龙路支行、伏牛路

支行。周日休息：新华路支行、中州

路支行、南都支行、南航支行、天山

路支行、张衡路分理处、建设东路支

行、工南支行、长江路支行、北京路

支行。

为了“运六歇一”模式的顺利推

广，不影响客户金融需求，该行做了

充分应急准备：对全辖各支行柜员

机等自助设备做了新的维保安排，

并对一些达到报废期限的设备进行

逐台更换，确保周末轮休时间段内

该行自助设备高效、全功能运行；

扩 大 宣 传 ， 做 好 客 户 接 待 解 释 工

作，通过报纸、网络等渠道进行广

泛宣传，各网点在醒目位置张贴营

业公告，向广大客户告知本网点和

附近网点的双休日轮休时间，方便

客户合理安排时间。实施初期，该

行还将实行专人引导解释，各网点

在轮休日安排专人值班。

另外，县区各支行不实行双休日

轮休；城区支行，如果星期六、星期

日遇季末月份 （3月、6月、9月、12
月） 最后一天，轮休网点不停止对外

营业，仍按相关要求上班；除春节外

的法定节假日执行正常的双休日轮休

（即正常执行六天营业日制），非双休

日的法定节假日正常上班（春节休假

安排另行执行）。

该行实行新的弹性工作模式，将

有利于实现传统物理网点人工服务与

电子银行服务有机配合，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实现服务新

格局。⑩9

建行南阳分行城区网点

下月推行“运六歇一”工作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王玉忠 魏东）近

日，宛城农信社举办规范化工作现场观

摩会，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践活动

落到实处。

在组织上体现“精心”。为提升现

场观摩的针对性，该社重点查看目标任

务、亮点工作、环境卫生等8项内容；详
细规划观摩人员分组表和现场观摩路

线图，确保14个部室和31家基层社单

位在3天时间内对40家网点进行观摩。
在考评上体现“用心”。微信现场

考评，对每家网点的营业厅、办公室、学

习资料、档案管理等现场观摩、现场打

分。分组专业评，该社将观摩项目分为

环境卫生、档案管理、“两学一做”等5
项内容，对照标准，重点查看。集中综

合评，观摩结束后，该社集中观摩人员

填写单项和综合观摩情况反馈表，最终

评出前三名和后三名。

在成效上体现“实心”。该社观摩人

员把被观摩单位划分为基层社、储蓄所

和机关部室3个层次，观摩一家，点评一
家。观摩结束后，观摩人员进行集中座

谈，面对面交流。此次观摩活动营造了

宛城农信社比学赶超、竞相发展的良好

氛围，进一步增强了该社改革创新和经

营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⑩9

宛城农信社

举办现场观摩会

业务推荐

卧龙农信社开

展“金融知识进万

家”宣传服务月活

动，向公众普及金

融知识，现场接受

咨询3000余人次，
进一步提升了公众

金融安全意识和风

险认知能力。⑩9
通讯员 薛猛

姚宇 摄

十一赴美优惠多
本报讯（通讯员王玺越）近日，中信银行携手中国银联、

全球奥特莱斯管理集团——美国SIMOM集团为国庆赴美客
户提供多重权益。十一期间，中信银行将在旧金山奥特莱斯

专门设立300平方米的中信VIP客户区，提供专属服务。
中信银行推出十一赴美三大亮点服务：7%全美持卡消

费返现，持62开头中国银联卡单币种借记卡、信用卡消费，
即享最高7%的消费返现；全美15城奥特莱斯尊享优惠，持
中信银行银联借记卡、信用卡在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洛杉

矶等15个城市奥特莱斯消费，即可免费获得价值10美元贵
宾折扣手册；购物餐饮享优惠，凡在奥特莱斯消费满500美
元即可获得25美元星巴克代金券（可换购8杯星巴克咖啡
饮品）。⑩9

中信银行

蛰伏
民生证券认为，3000点关口在本周一宣告失守，周二虽

在经济数据利好提振下尾盘迎来弱势反弹，但热点涣散、成交

萎缩仍是当前市场硬伤，存量资金博弈格局目前难以撼动。

A股经过去年的大幅波动，特别是上半年的大幅上
涨，一定时间内已透支了未来行情，虽有下半年的大幅下

挫，但指数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出现趋势性行情。板块持

续性不强的局面难以改变，投资者应适当降低盈利预期。

投资机会方面，在弱市探底的格局下，应保持谨慎观望

的操作策略。随着政府加快PPP项目的推进，PPP板块未来
还有爆发的机会。

次新股板块目前进

入价值回归途中，一

些高送转、有业绩成

长的次新股值得中

期关注。⑩9
（仰峤 赵超）

本报讯（通讯员王聪） 近日，民

生银行南阳分行重点围绕违法违规互

联网金融活动、“校园贷”纠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理财及代销业务“双

录”规定等方面，向公众普及金融法

规政策、金融理财知识和金融新业态

知识。

本次活动由该行在市中心城区

的5家标准分支机构和8家社区支行
联合开展，工作人员除了对预防非

法集资、预防金融诈骗等热点问题

进行讲解外，还到师范学院附近，

以学生群体为重点宣传人群，通过

案例的形式就“校园贷”纠纷讲解

相关知识。

又讯 （通讯员秦婵 王歌星） 近

日，交行南阳分行参加了南阳银监分

局组织的“金融知识进万家”特色主

题活动——“金融知识进校园”，向

在校大学生普及金融知识，增强大学

生对网络金融诈骗的防范意识。

该行员工走进南阳理工学院等

高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针对

当前大学生电信诈骗案、“学生补助

款”诈骗案频发，学生群体的资金

风险防范能力亟待提高的情况，重

点讲解了防电信诈骗、防校园“毒

贷”、珍惜信用记录等与广大学生群

体密切相关的金融知识。 此次活

动，以讲解加互动的方式告知在校

大学生要树立安全意识，加强判断

是非能力，防止电信诈骗。本次宣

传活动，不仅增强了大学生维护资

金安全意识、扩大了在校学生的金

融知识面，还拉近了交通银行与在

校大学生的距离。⑩9

民生银行、交通银行

金融知识进万家

工商银行

国庆扫码享优惠
本报讯（通讯员蒋红升）10月1日至7日，工行南阳分

行在部分商户开展“二维码商户扫码支付满减”活动，回馈

广大客户。客户只需在指定商户使用工行融e联（右下角）
扫码消费，即享满30元减10元优惠。

参加工行优惠活动商户：奥斯卡电影城，位于新华城市

广场6楼，电话61698080；诚信志远果业旗舰店，位于新华东
路，电话13838988407；诚信志远果业二店，位于人民路三色
鸽楼下，电话15225672101；诚信志远果业三店，位于新华城
市广场14小北100米，电话15565880390；诚信志远果业六
店 ，位 于 建 设 路 与 工 农 路 交 叉 口 向 南 100米 ，电 话
18738772290；富安娜家居，位于人民路与范蠡路交叉口，电
话63313699；家利美家居，位于文化
路十三中楼下，电话63151599；五一
中心商行(油田)，位于官庄工区五一
路东段，电话 13949352369；优家综
合经营部(油田)，位于油田大庆路五
一花园，电话 15225613988；大荣商
超(油田)，位于油田广西路，电话
13838792698。⑩9

本报讯（通讯员辛磊磊）南阳银监

分局将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全局性重点

工作，督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灌”，疏通扶贫管道，着重突出贫困地区

自我发展，着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南阳银监分局按照“分区定点”模

式全面指导精准扶贫，将辖区13个县
区、198个乡镇、929个贫困村分片包干
到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信联社、

南阳村镇银行等4家主要涉农机构，要

求其建立“一把手”责任制，根据自身业

务特点和专长，全面助力金融扶贫

工作。

南阳银监分局创新联动，实现扶贫

帮困精准化、常态化。该局成立以分局

局长为组长的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并建

立精准扶贫通报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专

项工作机制，着力落实扶贫工作。该局

筛选7个贫困县影响范围大、涉及贫困
户多的困难企业，以统筹为手段，以市

场为导向，将精准扶贫与债权人委员

会、困难企业“滚动名单”等结合起来，

发挥资源优势，激发扶贫内生动力。

同时，南阳银监分局通过联合督导

调研、共享信息简报、发出专项通报等

方式联动助力金融扶贫工作，力破扶贫

工作落地“中梗阻”；建立分片包干责任

区内银行业支持精准扶贫联络协商、交

流合作、宣传推广制度，将精准扶贫工

作切实落到实处。

截至6月末，全市银行业涉农贷款
余额1172.69亿元，较上月增加27.65亿

元，同比增加 20.94亿元，增速 2.41%，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0.67个百分
点，高于去年同期1.77个百分点；较年
初增加 59.03亿元，同比增加 13.56亿
元，增速5.3%，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73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0.73个百
分点。部分贫困县贷款增速大幅提

升，其中南召县贷款较年初增幅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9.16个百分点，淅川县贷
款较年初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77
个百分点。⑩9

南阳银监分局

发挥监管职能作用 推动金融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