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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荐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交通银行

信贷产品期限活
“线上抵押贷”是交行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基于客户真

实经营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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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4 （王 冰）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大讲堂”即将开讲
本报讯 （通讯员程 斌）8月 17日

至 18 日，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将举办

“光大大讲堂”和系列主题活动，答谢

新老客户对光大银行的支持与厚爱。

为弘扬光大文化，彰显社会责任

与担当，8月 17日至 18日，光大银行郑

州分行将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光临“光

大大讲堂”，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金融政

策形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

场红色电影进社区等系列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更有精美伴手礼相送。⑩4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

项目营销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范 冰 通讯员宏 凡）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积极开展中长期项

目营销，坚持“高端营销、营销高端”，

建立贷款项目管理库，确保项目营销

工作有序开展。

上半年，该行共入库项目 21 个，

主要涉及棚改、水利、公路、人居环境

改善等，拟融资金额 93 亿元，其中

PPP 项目 6个，经营性项目 15个。目

前，进入调查评估环节项目 7个，申请

贷款金额 24.76亿元；进入审查环节项

目 1个，申请贷款金额 11亿元；省行已

审批 1个，金额 2.38亿元。⑩4

工商银行

举办“理财节”活动
本报讯 （记者包 蕾 特约记者

蒋红升）8月 1日至 31日，工行在全国

范围内举办“工银理财节”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投资者

教育、智慧零售服务体系发布和 828
论坛等系列活动。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理财节”活动以“慧理财 惠生活”为

主题，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为契机，践行国有金融机构社

会责任，履行为个人客户提供优质金

融产品和服务的使命，以国有大行的

担当精神，帮助更多客户智慧理财，享

受美好生活。

“工银理财节”是工行精心打造的

面向大众的金融服务品牌，一经推出

就受到广大客户的关注和喜爱。在 8
月份“理财节”举办期间，该行将以“专

属福利日”“安全保障日”“创新产品

日”“爆款产品日”定位每周主题，通过

投资者教育线上测试活动，举办 828
论坛、大型主题沙龙、网点微沙龙等各

类线下活动 30万场，直接服务客户超

过 1000万人次。⑩4

理财应注意的基本原则
□ 范 冰

理财中，想要规避风险，获得稳定收益，需要科学的投资

观念，坚持基本的投资原则。

量入为出原则，量入为出是所有理财守则中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要根据自己收入的多少来决定花多少钱。不要随意花

钱，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收入状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

自己的理财计划。节省原则，削减生活中那些不必要的开支，

能省则省，把钱用在刀刃上。要做到节省，最重要的是自我控

制。只有自我控制，才能克制消费欲望，精打细算，量入为出；

在开拓财路时，只有自我控制，才不会被眼前利益迷惑，才能

审时度势，慎重出击，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理财目标。

让钱生钱原则，让钱生钱是主动去找钱，而不要整天被动

地护着自己的那点钱。这就要求自己要有一定的理财知识作

为基础，了解各方面的行情，然后

慎重考虑，寻找一条正确的财路往

前走。另外，理财不要局限眼前，应

该关注未来，关注全局。⑩4 金融杂谈

本报讯 （特约记者党盼攀）据了

解，交通运输部成立深化收费公路制

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总指挥部，2019年年底实现汽车 ETC
安装率达 80%以上，即年内要为 1.1
亿辆汽车安装或更新 ETC设备 ,进一步

提高我国高速公路现代化水平。中国

建设银行积极响应，支持电子不停车

快捷收费系统，配合交通运输部，争

取年底全国高速公路入口车辆普遍使

用 ETC。
为加快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工程建设工作，普及推广电子不

停车快捷收费系统，6月 16日，建设银

行成功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部级平

台接通。6 月 20 日，“建行 ETC 智行”

微信小程序正式首家向公众开放，实

现 ETC 车载设备在线申请、签约等全

流程线上办理业务功能。

建设银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普

惠金融优势，加强总分行和线上线下

协同，通过服务提质和体验提升，集中

力量推进 ETC服务。该行以金融力量

助力“放管服”改革与推动物流业降本

增效，提升高速公路管理和服务效率，

促进交通运输“数字化”公路建设，建

设未来车路协同、智能交通。

目前，建设银行实现“线下建行

ETC一站式网点+预约集中办理+线上

手机端办理”3种免收手续费、安装费

和获赠 OBU 的线上线下办理模式 ,助
力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实现居民高

速出行“减少拥堵、一路畅行”。

在线下，建行我省所有网点均可

为广大车主安装 OBU提供便捷快速一

站式服务，客户仅需携带身份证、行

车证、建行卡 （借记卡或信用卡），

开车前往建行任一网点即可办理。在

线上，客户可通过微信“ETC智行小

程序”或者手机银行 APP、龙支付

APP，实现全流程 ETC车载设备在线

申请、签约、激活，足不出户即可办

理 ETC。
在风险防控方面，建行 ETC实行

两卡分离，安全性高，车上的 OBU设

备是 ETC记账卡，后台绑定扣款的是

银行卡，不影响客户日常使用，降低

被闪付盗刷风险。

下一步，建设银行将以 ETC 为切

入点，为车主制订综合服务方案，拓展

周边场景，做大汽车金融生态圈。同

时，加大数据挖掘，打造高速通行数据

库，为 5G 时代车联网、智能交通的发

展积累基础，为提升交通效率、降低物

流成本，建设绿色交通、智慧交通贡献

建行力量。⑩10

建行 ETC
助力智慧出行 构建美好生活

中信银行

数字化转型助推零售业务发展
本报讯 （特约记者武 阳）7月底，

中 信 银 行 个 人 客 户 管 理 资 产 突 破

20000亿元，在全国股份制银行中成为

第二家管理资产规模突破 20000亿的

股份制银行。

在成为“有担当、有温度、有特

色、有尊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

企业”的战略指引下，中信银行零售

银行业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2019 年 1 月至今，中信银行零售业务

先后实现了个人存款余额突破 7000
亿元，个人客户数突破 9600 万户，贵

宾客户突破 80万户，个人理财余额突

破 9200亿元，零售客户管理资产突破

20000亿元。

“金融+数字化”“金融+开放平台”

是中信银行零售业务加速增长的关

键，中信银行集中精力在平台化、数

字化、智能化、生态、场景上下功

夫，让科技赋能业务创新，实现精细

管理，优化客户体验；开放平台打破

边界，扩展获客渠道，做大客群规

模，实现价值提升。

中信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实现用

数字化将客户的个性需求与金融产品

有效结合。截至 7月 25日，中信银行

为老年客群打造的每月提前取息的

“月月息”存款产品，保有量规模突破

900亿；为工薪族、女性客群推出的现

金管理产品“薪金煲”，保有量达 1100
亿元；为出国金融客户推出的“全球

签”服务，使用客户超过 2000万；为私

人银行客户打造一对一、7×24小时的

“钻石管家服务”，为社群营销启动云

营销 Club平台（MGM），这些都来源对

不同客户的精准画像，并在数字化基

础上，让不同客群感受中信银行有温

度的服务。

中信银行零售业务在“金融+”开
放银行战略指引下，与京东、麦当劳、

永辉联合发行线上借记卡、信用卡，实

现“金融+购物”场景；携手四川航空、

奥凯航空、河北航空，提升“金融 +商
旅”出行服务体验；与皇家马德里俱乐

部联合推出首张皇马球迷信用卡，实

现“金融+体育”跨界；向滴滴、唯品会、

华为开放账户平台，实现“开放银行”

新实践。⑩4

洛阳银行洛阳银行

定期储蓄月月领息
洛阳银行推出“尊享存 A”和“农享存”理财产品。“尊享存

A”定期储蓄产品上线，20万元起存 ,年利率达 4.3%，一次存入，

月月领息，客户办理业务还可赢积分奖。洛阳银行“农享存”

定期储蓄产品，1万元起存，年利率达 4.125%，提前支取靠档

计息，支取更灵活，收益有保障。

详询洛阳银行各营业网点，财富专线 0377～60878688、
61383677、62759008、63326896。⑩4 （赵桢焱）

邮储银行邮储银行

发行旅游信用卡
本报讯 （记者范 冰 通讯员李咏梅）邮储银行南阳市分

行与旅游协会联合发行联名信用卡——大美南阳旅游卡，既

是一款信用卡产品，又是旅游协会下辖会员单位对持卡人进

行特惠打折的标识卡。

该卡具有消费、取现、分期、免息期等基本信用卡金融功

能，持卡人可享受法律援助服务、免费办理 ETC、分期享旅游、

门票打折、食宿打折等服务。

目前，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已签约景点、酒店 80余户，持

大美南阳旅游卡客户可享门票、住宿等打折优惠。⑩4

农业银行农业银行

ETC钱包业务上线
本报讯 （记者包 蕾 通讯员池洪涛）农行南阳分行上线

ETC钱包业务，钱包余额充足时，可实时、全额扣划客户 ETC
交易款项至高速方指定银行账户。

免费办。持有工、农、中、建、交、邮储 6家银行的任一状态

正常的 I类卡（不含社保卡）的 7座及以下非营运车车主，均可

申办，钱包开通后，除免费获赠 OBU设备，还可享过高速 9.5折
优惠。

安全高。ETC钱包是通过农行指定渠道实名开立的无实

体介质的个人Ⅱ类电子账户，账户性质为专户，无密码，仅用

作支付客户绑定 OBU相应的 ETC交易款项，钱包开通后，客户

可通过绑定手机号码验证登录，使用“充值”按钮转入资金。

易操作。目前，客户可通过以下 3种渠道自助完成“ETC
钱包办理”。登录农行掌上银行，在“生活”栏目选择“ETC申

办”；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农业银行公众号”，点击右下角

“微生活”栏目，选择“ETC申办”；在微信搜索进入“中国农业

银行信用卡”小程序，选择“ETC申办”。⑩4

中行南阳分行推出“科技贷”“专利贷”“结算贷”等普惠产品，2019 年上半年投放普惠金融口径贷款 2.3 亿元，为 60 余家中

小企业在科技、技术、设备、流程创新中提供资金支持，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在南召县云鑫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调研 ⑩4
特约记者 姚 恒 摄

不翼而飞的4000元
□ 胡 克 曾照云

近日，内乡县岞 山曲 镇 魏营村一

位老人到内乡农商银行岞山曲支行行长

办公室，说要感谢内乡农商银行工

作人员帮他找到丢失的 4000 元钱。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7 月的一天，

一位老人走进内乡农商银行岞山曲支行

营业网点领取扶贫补贴 4000 元，取完

钱后把钱放到电动车后备箱，转身到

营业厅办其他业务，回来后发现钱没有

了。该支行工作人员和民警查看监控

发现，老人把钱错放入旁边一辆跟他的

电动车极为相像的电动车后备箱。

岞山曲支行工作人员和民警连忙对

老人丢钱时段内办理业务的人员一一

登记，共有 10 人，支行工作人员和民

警通过村委干部查找到他们的家庭住

址，逐户查找。当查到第 8 家时，看到

院里停放的电动车，支行工作人员和

民警兴奋起来。经询问，该客户当天

到内乡农商银行岞山曲支行修改相关信

息，办完业务后骑车就走了。直到民

警找上门，他还不知道电动车的后备

箱多出 4000 元钱。随后，客户很爽快

地从后备箱拿出用塑料袋包裹着的

4000 元钱，交给民警。

当支行工作人员和民警将追回的

4000 元 钱 交 到 老 人 手 中 ，老 人 笑 着

说：“真是不好意思，都怪我粗心，给你

们找那么大的麻烦！”⑩4
（征集您身边的“金融故事”，投稿

信箱：nyrbjrlc@sina.com）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加大信贷投放 强化融资服务
本报讯 （记者包 蕾 特约记者

潘 毅）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立足“三个坚持”、

突出“三个围绕”，充分发挥优势，强化

融资服务。至 6月底，该行累计投放贷

款 67.1 亿元，贷款余额新增 21.29 亿

元，增幅 17.9%；落地重大项目 26个 ,共
计 37.8亿元。

立足“三个坚持”，发挥地方金融

主力军作用。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该

行明确中小企业重组授信业务标准，

通过主动走访客户，对企业提前 20天
确定业务续作方案，给企业吃了一颗

“定心丸”。坚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该行上报的授信项目主要涉及民生、

基础设施建设等。坚持打造诚信体系

建设。在市政府的主导下，该行邀请

130余家客户企业负责人举行诚实守

信客户授牌仪式，对诚实守信企业实

行优惠政策，对失信企业实行惩戒，

增强了企业诚实守信、崇尚诚信、按

时履约的意识。

突出“三个围绕”，支持经济“高

质量发展”。围绕政府关切抓项目。

去年底，该行先后储备地方重点项目

40 余个，共计 102 亿元。今年上半

年，支持高铁片区、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等项目融资。围绕中小企业抓创

新。创新推出科技贷、政采贷、税单

贷等产品，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围绕

重点企业抓延伸。针对市辖重点上市

企业、重点实体企业加大金融扶持力

度，运用国内信用证、进口信用证、

票据池融资等交易银行产品，为企业

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解决重点企

业及其上下游客户的结算、融资问

题，至 6月底，该行实现贸易融资发

生额 38.68亿元，国际结算量 5502万
美元。⑩10

本报讯 （记者包 蕾 通讯员卢光
来）卧龙区农信社以实现普惠金融全

覆盖为目标，提升金融精准扶贫效率

和普惠金融水平，打通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坚持重心下沉，切实服务民生。

针对辖区跨度大，面积广的特点，卧龙

区农信社充分发挥网点多的优势，大

力扩展农村服务网络，填补金融服务

空白，提升扶贫效率，不断加大电子机

具布放力度，为辖区农村居民提供消

费、转账、查询和小额取款等基础性金

融服务，让农村居民可以享受“近不出

村、远不出镇”的便利金融服务，基本

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全覆盖，为贫困户

脱贫、普通户小康奠定基础。截至 7月
底，卧龙区农信社已开通惠农支付服

务点 106个、金融自助服务点 78个，布

放 ATM机 46台，设立小额金融扶贫贷

款示范点 1个。

做好普惠金融，践行社会担当。

卧龙区石桥镇月季种植面积大，户数

多，石桥镇把月季种植作为支柱产业

来抓，卧龙区农信社针对这一种植项

目，及早部署，积极对接，大力支持构

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

模式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全力做好

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壮大工

程，扶持辖内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支持农业发展提质增效。截至 7月底，

卧龙区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 75.1 亿

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73.8亿元，累计

支持 20多个行业，1336家小微企业。

坚持回归本源，专心专注主业。

卧龙区农信社把“支农、支小、支

微”作为信贷工作的战略选择和经营

定力，积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定

位三农，服务实体经济，深入小微企

业，灵活分类客户，制定差异化服

务；积极创新担保方式，帮助小微企

业破解融资难题，量身定做信贷产

品，多措并举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发

展。截至 7月底，卧龙区农信社各项

贷款余额为 75.1亿元，其中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46亿元。⑩4

卧龙区农信社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南召农商银行南召农商银行

推出两款信贷产品
本报讯 （通讯员王 帅）为有效推进党建与普惠金融的深

度融合，南召农商银行在广泛走访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党员

先锋贷”和“返乡创业贷”两款具有党建特色、定向支持乡村振

兴的信贷产品。

“党员先锋贷”主要面向辖内有致富项目、发展意愿的党

员及其直系亲属，由所在村支部向农商银行推荐意向人选，该

行按照推荐名单进行实地调查，最终根据申请人的资金实力、

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贷款额度，无须抵押，原

则上最高 20万元。“返乡创业贷”主要针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退伍军人、回创人士，由两名党员提供担保即可申请贷款，并

且在利率上给予一定优惠。

下一步，该行将以“整村授信”为载体，加大信贷投放，切

实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⑩4

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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