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推荐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洛阳银行推出“尊享存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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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7

（赵桢焱）

本报讯（通讯员卢光来）卧龙区农信

社深化“银政、银企、银村和银民”四大平

台合作，大力支农支小支微，简化办贷流

程，拓宽担保渠道，有力推动全区乡村振

兴步伐。截至 10月底，累计发放贷款 79
亿元，有效缓解“三农”贷款难、担保难问

题。

调整信贷结构，支持现代农业。为建

立健全工作联动机制，卧龙农信社组建三

农事业部，提升服务“三农”的专业化能力

和水平；发挥银政结合优势，以开展“党建

引领普惠金融，农信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为

基础，进村入户开展实地调查，建档立卡进

行“整村授信”。该社还推广“月季贷”“艾

宝贷”“金燕 E贷”“农户贷”“小微贷”等微

贷产品，重点解决长期困扰“三农”融资贷

款难、担保难、贷款贵、高风险等一系列难

题。

完善服务体系，服务重点企业。为

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该社

有关负责人对辖内全部重点产业、重点

项目进行实地走访，摸底调查，建立档案

库，实施行业授信。针对重点企业的资

金需求，该社创新信贷机制，提高办贷效

率，无缝对接金牛彩印、建兴制衣、海宏

新能源、想念食品等一批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投放贷款 1.3亿元，有效支持了实

体经济和重点项目发展。

优化信贷投向，实现精准扶贫。该

社加大对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特

色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采用“政府+农
信社+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农信社+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贫困户”“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农信社”三

种模式，帮助贫困户发展农业、制造业、

运输业等脱贫产业。截至目前，该社累

计投放扶贫贷款 2.6 亿元，惠及贫困户

2716户、贫困人口 8547名。②7

卧龙区农信社

发挥金融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光大

银行

安存宝产品

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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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

银行

办理车主卡

享优惠
车主卡是面向私家车主推出的主题信用卡，

包括普卡、金卡和白金卡，普卡可以实现车主客

户快速发卡、实时绑定 ETC的需求。

加油返现，普卡持卡人每月银联渠道计积分

交易达 1500元以上（含 1500元），并在该行家庭

日（周六）进行加油交易 ,次月 10日该行对持卡人

信用卡账户进行 3%加油金额返现，30 元封顶。

金卡持卡人每月银联渠道计积分交易达 1500元
以上（含 1500元），并在该行家庭日（周六）进行加

油交易 ,次月 10日该行对持卡人信用卡账户进行

5%加油金额返现，50元封顶。白金卡持卡人每月

银联渠道计积分交易达 2500 元以上（含 2500
元），并在该行家庭日（周六）进行加油交易 ,次月

10日该行对持卡人信用卡账户进行 8%加油金额

返现，80元封顶。

针对车主卡金卡、白金卡持卡客户，客户激

活首刷后可领取车务服务权益。持卡人本人名

下的（限 1辆车）邮政网点全年不限次代办交管服

务，代办费及邮寄费用全免。如需补换领牌证照

服务，牌证照工本费用户自行支付。该行每月向

用户发送一次车务服务短信，并发送交通违法、

牌证照到期提醒等车务短信。最终解释权归邮

储银行南阳市分行。 ②7 （李咏梅）

社旗农商银行、新华
保险南阳中支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沈 欢 韩 一）为

切实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11月 21
日，社旗农商银行组织各网点人员开展

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该行邀请县消防大队教官作现场指

导，讲解火灾预防常识及发生火灾时的

注意事项、消防器材设施的使用和火场

逃生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消防知识。

随后，各网点参加演练人员进行现场灭

火演练。该行有关负责人说，将每年组

织各支行员工进行灭火器操作演练，将

消防知识理论培训与“实战”相结合，增

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又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讯员

黄海强）11月 21日，为深入推进“119”消
防宣传月活动，新华保险南阳中心支公

司积极组织员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增

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当天，新华保险南阳中支特邀请南

阳市中安消防安全服务中心的消防教员

为该公司 30多名员工开展火灾防范和

消防自救知识讲座。消防教员通过图文

结合、事故分析等方式，讲解了近年来发

生的多起重大火灾事故实例，使参训人

员深刻认识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

救灾”的重要性。②7

西峡农商银行

精准帮扶助推民企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赵晓兵 赵泽轩）西

峡农商银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

过“一专多品”深度融合和多向赋能，化

解民企成长烦恼，打好精准帮扶民营企

业“组合拳”，开创互惠共赢局面。

该行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短、小、频、

急”特点，开展信贷流程时效管理，缩短贷

款审批周期，提高服务效率；不断优化信

贷资源配置，积极引导信贷资金投放持续

向小微企业倾斜，扩大小微信贷服务覆盖

面，拓宽小微贷款业务受理渠道；通过支

农支小再贷款，加大战略性资源配置，把

更多信贷资源投放到民营经济领域，提升

民营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

该行创新研发“产业链快贷”“巾帼

信用创业贷款”“军民融合创业贷款”等

特色信贷，配置还款方式、贷款期限多样

化的组合。同时，创新推出林权质押、仓

储抵押、订单融资、票据承兑贴现业务，

化解民营新型实体经济成长融资烦恼；

推进“集中授信+链式营销”业务，实现民

营和小微企业批量拓展、精准服务。

该行不断完善定价机制，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建立完善科学有序的利率定

价制度，结合县域实际为小微企业执行

现行贷款利率下浮 10%的利率优惠政

策，为小微企业发展减负、助力；通过财

政贴息、政府增信、信用共建、订单融资

等形式，搭建协调联动的银企交互平台，

构建长效对接机制，不断壮大实体经济

“底盘”，营造银企良性互动、多方共赢的

生态环境；大力推进“三产融合”发展，通

过产融对接、创业孵化、智慧三农，叠加

释放乡村振兴金融力量。

该行按照“沉下身、练内功、调结构”

原则，优化信贷结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

力度，加快推进创新再突破，着力防范金

融风险，根据客户规模大小建立民营企

业的分层分类体系，将民营企业客户分

为大型战略民企、中小民企、小微民企三

类，进一步整合金融资源、创新服务手

段，实行精准服务，为民营企业提供有效

率、有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综合金融

服务。②7

中国光大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安存宝挂钩汇

率最新一期产品，产品期限 1个月、12个月，起点

金额 1 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55%～3.70%。

产品期限 3个月，分设起点金额 1万元和 2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90%～4.05%。产品期限 6
个月，分设起点金额 1万元和 10万元，预期年化收

益率为 3.90%～4.05%。本产品可以开立存款证

明、权利凭证，可以办理质押贷款。客户可通过柜

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购买产品，方便快

捷。

更多金融产品信息，详询光大银行服务专线：

分行营业部 63736639、中州路支行 63736750、七
一路支行 63736771、人民路支行 63736663、卧龙

路支行 63736800。 ②7 （程 斌）

洛阳

银行

定期储蓄

月领息

太平人寿南阳中心支公司邀请消防宣讲培训中心的工

作人员，对该公司 50多名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消

防演练，增强了员工的消防意识，提高了消防技能 ②7
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员 熊盛枝 摄

工商

银行

分期付款

更便捷
e分期是工行推出的特色分期付款业务，工行

信用卡客户均可申办。转入专用借记卡即可消费

使用，分期还款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客户购车、租

房、家装、婚庆、教育、旅行等大额消费需求。

该业务费率优期限长，限时费率优惠（总行于

2019年 4月开展 e分期业务手续费率 6折优惠活动,
1年期手续费低至 3.6%，活动时间至 12月 31日），最

长期限 5年。资金秒级到账，即时刷卡消费。

持本人身份证和工行信用卡前往当地工行营

业网点申请办理。已持有柜面注册手机银行的贷

记卡及 e分期专用借记卡的客户，可以下载手机

APP“中国工商银行”，轻松享受 e分期秒级办理。

有信用卡客户分期资金实时到账，无信用卡客户

成功申办 e分期信用卡后即可办理 e分期。消费还

款：持专用借记卡刷卡消费，每月根据 e分期需还

款金额向信用卡还款。②7 （蒋红升）

农业银行

发行金穗市场通卡
本报讯 （通讯员刘延军）农行携手

中国银联量身定制，正式发行市场商户

专属借记卡——金穗市场通卡。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穗

市场通卡的持卡人可享受由银联提供的

五项专项服务。财务软件服务：持卡人

通过银联官方渠道申请验证通过后，可

免费享有为期 1年的畅捷通好会计标准

版财务管理软件使用权限及线上财务培

训服务。法律咨询服务：持卡人通过银

联官方渠道申请验证通过后，可免费享

有为期 1 年的法律咨询服务。代税服

务：持卡人可通过银联渠道享受“八戒财

税”服务平台优惠价格购买权限（享受９

折优惠）。保险服务：持卡人通过银联官

方渠道申请验证通过后，可免费享为期

1年的公共交通工具意外险权益，最高

保额 200万元。出行服务：金穗市场通

卡持卡人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等全国 60余个高铁站免费享受单人

次高铁休息室服务（目前河南郑州东站、

商丘高铁站已开通），活动期内每位持卡

人可享 3次权益。②7

11月 25日，中信保诚人寿河南分公司组织 40多名党员到

新野县歪子镇于营村于营小学开展党建扶贫活动，为该公司

捐建的爱心图书室揭牌，并向贫困学生发放助学款 ②7
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员 冀 康 张 勉 张志豪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苗苗）在金融

行业，总有一群人在服务客户的一线默默

耕耘，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服务

实现价值，用真情温暖人心。在近日举行

的“辉煌 70 年”首届南阳金融文化节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金融标兵颁奖典礼

上，共有 80余名金融一线优秀员工脱颖

而出，获评金融标兵。

“辉煌 70年”首届南阳金融文化节

由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阳市银行

业协会、南阳市保险行业协会指导，南

阳金融街承办。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金融标兵评选活动中，来自全市 38
家金融机构的一线员工纷纷报名参评，

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最终评选出

82名优秀金融人代表，分获“银行业十

佳金融标兵”“最美银行人”“保险行业

十佳金融标兵”“最满意保险顾问”“最

满意保险理赔员”“最美财险人”“最美

寿险人”“最美农险人”、保险行业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这些优秀的金融人代

表，不仅展现了金融一线员工忠诚担

当、服务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更展示出了金融行业奋发有为的整体形

象，他们用辛勤与汗水坚守以人为本、

服务至上的初心，用行动与责任诠释新

时代金融人的使命与担当。在他们的示

范引领下，必将有更多金融人用心谱写

新时代的金融篇章，为南阳金融业铸就

更加辉煌的明天。②7
首届南阳金融文化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金融标兵名单：

“银行业十佳金融标兵”

季彩云（工商银行）杨晓风（农业银行）

杨 杰（建设银行）屈金萍（交通银行）

乔改霞（中信银行）张 帅（光大银行）

王华楠（招商银行）张 弘（中原银行）

刘 盼（郑州银行）张宝吉（方城农信社）

“最美银行人”

李 梅（工商银行） 宋青盈（农业银行）

李博华（建设银行） 孙秋雅（交通银行）

武文盈（中信银行） 张 佳（光大银行）

丁千惠（招商银行） 郭 漫（中原银行）

刘亚迪（郑州银行）赵海幸（社旗农商行）

杨 也（洛阳银行） 李安琪（招商银行）

刘 果（中原银行）

“保险行业十佳金融标兵”

马晓颖（中华联合财险）杨 勇（建信人寿）

王红丽（中国人寿） 张 玉（华泰人寿）

黄巧芬（太平人寿）康建波（工银安盛人寿）

刘庆玲（华夏人寿） 张小兵（中原农险）

李化建（泰康人寿） 许喜丽（百年人寿）

“最满意保险顾问”

张炜炜（中国人寿） 赵会娟（幸福人寿）

徐荣丽（平安人寿）刘 森（中信保诚人寿）

刘桂梅（合众人寿） 蔡向丽（新华人寿）

岳素华（大地财险） 吴 玲（中国人寿）

陈金平（富德生命人寿）乔春玲（中国人寿）

“最满意保险理赔员”

蒋喜佑（平安人寿）王骏伟（太平洋产险）

张东明（大地财险） 孙 猛（泰康人寿）

王发磊（太平财险） 曹启林（平安财险）

王小亮（中华联合财险）尹清瑞（大地财险）

李亚南（富德财险） 杜 宁（利安人寿）

“最美财险人”

郭相保（平安财险） 胡明坤（英大财险）

张国锋（富德财险）何延景（太平洋产险）

徐改菊（大地财险）

“最美寿险人”

刘建平（中国人寿）田蕊新（富德生命人寿）

朱俊焕（新华人寿） 白明鑫（人保寿险）

阚丽英（华泰人寿） 李伟华（幸福人寿）

范 俊（华夏人寿） 侯向军（百年人寿）

王均丽（太平人寿） 董秋燕（中国人寿）

“最美农险人”

李 升（国元农险） 谢保才（国元农险）

李 伟（中原农险）

保险行业先进个人

李 娟（中国人寿） 陈秀青（中国人寿）

庞海燕（中国人寿） 郭子蓉（中国人寿）

吴晓丽（中国人寿） 王志梅（中国人寿）

朱向华（中国人寿） 郭金敏（中国人寿）

孙 珂（大地财险） 刘 丽（中信保诚人寿）

王井兰（利安人寿）

立足岗位作贡献 展示行业新风采

看 ，他 们 是 金 融 标 兵

— 分 类 广 告 —
遗失声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南阳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遗失，证

号：02239669（专票）；20621973（普票），

声明作废。

△李恩慈 2019年 10月 30日的出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T350351534，声明作废。

△郝召玲的专业技术资格（护师）

证遗失，证号：14140371，声明作废。

△高松的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遗失，

证号：20054121041292919690727231X，
声明作废。

△高松的执业医师助理执业证遗

失，证号：210411302000126，声明作废。

△王叙君 2009年 2月 3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J410220553，
声明作废。

△方兰平 5-1-802的购房收据

（号码 0105631）遗失，声明作废。
△王茹君 2005年 12月 14日的出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F410742797，声明作废。

△ 胡天增的火化证遗失，证号：

0057916，声明作废。

△南阳市卧龙区红星美凯龙 A座领

绣家居软装馆的贰万元质保金蓝色收

据遗失，证号：0024917，声明作废。

△李旭的医师资格证书（资格证编

号：200941120411302198306014257）丢

失，声明作废。

△李旭的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证编

号：120410000002049）丢失，声明作废。

△西峡县银树沟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 的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遗 失 ，代 码 ：

G1041132300013710Y，声明作废。

公 告
依据南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商

品房合同备案信息注销的规定》【宛房

(2012)77号】之规定，下列商品房(备案)合
同信息符合合同备案信息注销条件，现予

以公告，公告期 7天，如无异议，公告期满

后，我局将予以合同信息备案注销。商品

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所退房源，在南阳房地

产信息网电子楼盘表同步公示，房地产开

发企业应将所退房源公开销售。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注销名单：

1.社旗滨港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滨

港·普罗旺世项目 8号楼 1单元 1903号
房，合同号为 17948189的房产，本合同

一式 7份。

社旗县房产管理局

2019年 11月 20日

公 告
依据南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

商品房合同备案信息注销的规定》【宛

房 (2012)77 号】之规定，下列商品房 (备
案)合同信息符合合同备案信息注销条

件，现予以公告，公告期 7 天。如无异

议，公告期满后，我局将予以合同信息

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所退房

源，在南阳房地产信息网电子楼盘表同

步公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将所退房源

公开销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

注销名单：

镇平县碧赢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镇平碧桂园 8- 1- 102 号房，合同号：

1901075280，买受人：董晓红，合同一式

7份。

南阳市东泽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镇平)东青·颐和府项目，28号楼 3单元

502 户，合同号：1901076662，本合同一

式 7份。

南阳天泽泰来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的天泽豪庭项目 6号楼 1单元 702号房，

合同号：1901048515，本合同一式 7份。

南阳万豪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万

豪·资金项目，房号：12-1-111，合同编

号：16922231，买受人：王少绪，共有人：

粱玲，本合同一式 5份。

镇平县房产服务中心

2019年 11月 26日

注销公告
南阳经纬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6日经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各位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南阳经纬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6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