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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荐

本报讯 农行南阳分行近日采

用多种方式开展存款保险专项宣传

活动，取得良好成效。该行目前累计

开展厅堂微沙龙宣传 200余次，编发

手机短消息 102万条，发放存款保险

明白卡 9900余张，微信公众号推送信

息阅读量突破 7200人次。

该行采用“现场+视频”方式开展

内部培训，确保培训覆盖全体员工；

在营业网点晨、夕会上，组织员工学

习《存款保险条例》等法规、文件，让

一线员工当好宣传员、解读员；在营

业网点电子屏上滚动播放宣传口号，

厅堂摆放宣传海报和折页，供客户取

用。该行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突

击队等，将宣传工作纳入进市场、进

医院、进街道、进企业、进乡镇、进农

户的营销活动中；同时设立宣传台，

向广大市民发送宣传资料，确保宣

传实效。②11 （付 杰 池洪涛）

又讯 日前，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以“扎实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充分保

障存款人利益”为主题，深入开展存

款保险制度宣传与政策传导。

存款保险又称存款保障，是指

以立法的形式为储户提供明确的法

律保障，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基

金，当个别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

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及时对储户进行

偿付。存款保险覆盖境内所有存款

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和外币存款。

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即使个别银

行经营出现问题，通常也是通过市

场手段促成好银行收购问题银行，

储户的存款、贷款以及正常业务都

不会受影响。光大银行南阳分行针

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开展广泛宣传，

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存款保险认知水

平。②11
（程 斌）

又讯 为在全社会形成“存款安

全有保障”的稳定预期，中原银行南阳

分行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和上级行要

求，近日开展了存款保险宣传工作。

该行一方面利用厅堂开展宣

传，在网点设立存款保险咨询台，播

放宣传标语，摆放存款保险宣传折

页和存款保险明白卡，营造宣传氛

围；另一方面拓宽线上宣传渠道，通

过微信、抖音等，对《存款保险条例》

《存款保险宣传读本》进行阐释。广

大客户可通过中原银行手机银行

“存款保险制度知识问答”了解相关

知识。此外，该行还结合自身业务

特点，深入企业、市场、学校，多角度

向公众普及存款保险相关金融知

识。据了解，该行下一步将加大宣

传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②11
（潘 毅 范 航）

农行南阳分行、光大银行南阳分行、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宣 传 存 款 保 险 维 护 公 众 权 益

头条聚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宋 歌 冉园

园）为持续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切实提

升群众金融素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人行南阳市中

心支行携手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于 10
月 1日至 4日在南阳市体育场举办金融

知识主题宣传活动。

媒体巧搭台，金融来唱戏。本次

金融知识主题宣传活动以“金融知识

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

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为主题，由人

行南阳市中心支行精心组织，各金融

机构积极参与。活动期间，10 余家金

融机构在现场设置咨询台，组织业务

骨干答疑，同时印制精美宣传单，对不

同群体进行精准投放，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金融需求。

“受疫情影响，我行多次在线上开

展金融知识宣传。此次恰逢国庆、中秋

8天假期，我们选择车展等公众特定的

生活场景拉开线下宣传序幕，金融机构

与金融消费者、投资者面对面沟通，取

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人行南阳市中

心支行有关负责人说，“借助南阳报业

传媒集团搭建的平台，金融机构引导消

费者和投资者自觉抵制网络金融谣言，

提升宣传实效，使轻松理财、智慧消费

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活动现场，建行南

阳分行展区内人头攒动。“我想问下建

行的车贷和分期产品。”市民袁先生提

出问题。该行业务经理不仅详细介绍

了车贷产品的特点和办理流程，还为其

量身定做分期规划。自 2007年起，建

行结合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消费行为和

价值取向，先后推出 20余种分期信贷

产品。其中，“购车分期”“装修分期”和

“分期通”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产

品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同。记者看到，

该行业务经理对现场群众咨询最多的

车贷、信用卡及理财产品办理问题，都

做了详尽解答。

宣传金融知识，引导理性消费。本

次金融知识主题宣传活动在社会上取

得了良好反响，群众希望这种集公益

性、服务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活动能够

经常开展。各金融机构也从中得到了

鼓舞，纷纷表示，将以客户为中心，在今

后的金融知识主题宣传工作中，不断引

导消费者树立维权意识，持续增强消费

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

广大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智慧的

金融服务。②11

媒体搭台 金融唱戏 群众受益

本报讯 为纪念紫禁城建成 600
周年，支持“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

600年展”，建行与故宫博物院联合

开发“故宫瑞兽”系列产品，并于近

日开始销售。

“故宫瑞兽”系列产品以饰品为

载体，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物必

有意、意必吉祥”的美好祝福。首批

上线的“故宫瑞兽”系列产品共有 3
款，分别为“故宫瑞兽之喜狮”“故宫

瑞兽之瑞鹿”“故宫瑞兽之一鹿平

安”。瑞兽产品以太和殿铜狮、故宫

博物院院藏文物“青玉衔灵芝卧鹿”

和“缂丝紫天鹿”为原型，承载百年

福祉，为佩戴者送祥瑞。

“故宫瑞兽之喜狮”身系金铃

铛，寓意纳财辟邪；头顶如意云纹以

青红双色点缀，寓意万事当头彩；四

足刻画分明，尽显喜狮萌态，寓意事

业稳固。

“故宫瑞兽之瑞鹿”造型演绎温

婉静谧的卧鹿。其侧身雕饰灵芝卷

草纹，传达福寿康泰的祝福 ;底面雕

刻葫芦纹样，“葫芦”谐音“福禄”，寓

意福气在“卧”。

“故宫瑞兽之一鹿平安”演绎灵

动跳跃的仙鹿形象，口衔灵芝仙草，

寓意吉祥安康；背部朱红如意纹样

的鞍子，展现东方美学，寓意一路平

安。

“故宫瑞兽”的 3款产品在工艺

与包装上独具匠心，汲取古法制金

灵感，结合现代 3D 硬金工艺，呈现

古法黄金温润光泽，兼具尊贵之

感。两款手绳采用传承古老结绳技

艺的“结绳记”绳结。“故宫瑞兽之

喜狮”搭配紫色手绳，以祥瑞之色

为主调，四股绳丝丝入扣，寓意吉

祥圆满；“故宫瑞兽之瑞鹿”搭配青

色手绳，寓意雨过天晴，蕴藏万物

生长希望，每个绳结都承载着祈愿

与祝福。

“故宫瑞兽”产品，在建行南阳

分行各营业网点均可购买。客户还

可以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官方

微信公众号（点击“微金融”-“微黄

金”-入口）在线购买。②11
（党盼攀）

建行南阳分行

“故宫瑞兽”面市 产品保值增值

农商在线

理财产品收益稳
产品 期限 年利率 到期利息（以 20万元为例）

大额存单 三年 4.2625% 25930元
乐享存 五年 4.3% 43597元

备注：上述产品每年按

照实际天数 365 天或者 366
天计息，以上示例中利息

以 每 月 30 天 ， 每 年 365 天

计算。

详询洛阳银行各营业网

点 。 财 富 专 线 ：0377-
60878688、0377- 61383677、
0377- 62759008、 0377-
63326896。 ②11（刘春洋）

洛阳银行洛阳银行

最新动态

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开展金融知识主题宣传活动开展金融知识主题宣传活动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农发行南阳市分行

支农存贷实现双增长
本报讯 日前从农发行南

阳市分行获悉，该行今年以

来加大支农资金投放力度，目

前筹措支农资金超过 32 亿

元，在全省农发行系统市分行

中排名第二。

该 行 牢 固 树 立 “ 政 银

企”多方合作共赢理念，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与省分行签

订“三起来”合作协议为契

机，在市县两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与 7 个

县 （市、区） 签订具体项目

建设合作协议，狠抓“存款

贷款债券”一体化营销及服

务，带动支农资金筹措与信

贷业务发展，取得“双丰

收”。其中，内乡、镇平、淅

川、社旗、南召等 5 个县级

支行的支农资金筹措余额、

日均额、人均额、自筹率等

在全省农发行系统 133 个县

级支行中排名稳居前列。

该行支农资金筹措稳步

增长，为加大信贷投放、服务

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厚实强

力的支撑。今年前 9个月，累

计投放贷款 46.01亿元，居全

省农发行系统市分行第二名，

实现支农资金存贷正比例、双

增长的显著成效。②11
（梁栋康）

推出烟草商户贷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

本报讯 近日，中国银行

针对烟草商户推出烟草商户

贷款，助力小微。

烟草商户贷款是针对持

有烟草专卖许可证两年以上，

有营业执照且正常经营 1年以

上，具有固定经营场所的个体

工商户或企业法人发放的个人

经营贷款。该贷款产品申请手

续简便，只用提供借款人夫妻

双方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

以及本人名下营业执照、《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场所房

产权属证明、个人征信报告、银

行流水等。贷款利率目前为年

率 4.35%，贷款期限 1年，额度

循环使用，网上提款，随借随

还。客户可就近到中行营业网

点 咨 询 。 电 话 ：0377-
61501156。②11 （姚 恒）

邓州农商银行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近日从邓州农商银行获

悉，该行加大产业扶贫、信贷扶贫、教育

扶贫、公益扶贫力度，扛稳三农主力军

责任，助力脱贫攻坚。

该行领导班子深入乡镇、企业、合

作社调研，通过支持带贫企业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该行创新推出“政府+
农商银行+企业+贫困户”模式，使贫困

户通过企业分红、就近就业、发展生产

实现脱贫。该行建立 150万元贫困助

学基金，连续 6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累计捐资近 87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210
余名，为文营小学、夏集中心小学等学

校捐款物共计 8.6万余元，为贫困学生

送温暖。②11 （刘荣璟 黄进昌）

社旗农商银行

开展三防演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一线员工安

全保卫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社旗农

商银行于近日开展三防演练。

该行邀请消防教官现场指导，讲解

火灾预防常识、发生火灾时的注意事

项、消防器材的使用和火场逃生过程中

注意问题等消防知识。参加演练人员

以情景模拟的形式进行现场三防演

练。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每年

组织员工开展演练，将消防知识培训与

“实战”相结合，增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和快速反应能力。②11
（沈 欢 韩 一）

桐柏农商银行

巧用金融杠杆
本报讯 日前从桐柏农商银行获

悉，在桐柏县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该行

发挥点多面广、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

巧用金融杠杆，出实招、见实效，为该县

脱贫摘帽提供“源头活水”。

桐柏农商银行明确 30名帮扶责任

人，对分包的淮源镇董老庄村 49户贫困

户开展常态化帮扶。该行定期梳理贫

困户、边缘户、普通农户资金需求，分类

推送金融产品；对已脱贫农户，持续做

好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及续贷工作，巩固

脱贫成果；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 5万元以下、3年以内扶贫

小额信贷，扶持其发展茶叶、林果、食用

菌、艾草种植加工和中药材种植等涉农

产业。②11 （张 伟 高 菲）

内乡农商银行

发放扶贫贷款
本报讯 内乡农商银行近年来通过

整合资源、创新产品，先后发放扶贫贷

款 13.82亿元，充分发挥金融在脱贫攻

坚中的动力引擎作用，确保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这是昨日从该行获得消息。

该行建立扶贫帮扶小组，采取“一

包二”模式进行帮扶。帮扶人员每月 3
次驻村扶贫，对全县 14148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逐户调查，建立档案。该行研发

“聚爱扶贫贷”，结合牧原公司需求发放

扶贫贷款 11.72亿元，7000余户贫困户

每年可获 3200元分红；为浩林果业、福

瑞兹生物、中以农业园、灵山猕猴桃合

作社、信达农牧、益农食用菌、昌宇农

林、山林实业等带贫主体发放贷款 1.9
亿元。②11 （靳国强）

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

扫黑除恶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日前，邮储银行

南阳市分行在南阳银保监分

局的组织下，深入卧龙岗街

道飞龙社区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活动。该行共选

派 8 名业务骨干参与此次活

动。

活动现场，该行业务骨干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

传 台 ，向 公 众 发 放 宣 传 折

页、宣传品等方式开展宣传

工作。在宣传活动中，工作

人员向市民讲解扫黑除恶

小知识、黑恶势力具体表现

形式、打击黑恶势力行为以

及举报黑恶势力的渠道和

奖励等，教育广大社区群众

掌握扫黑除恶基本知识，增

强防范意识、担当意识，引

导群众自觉抵制黑恶势力

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活动中，该行工作人员共

计发放宣传单 1000 余份，通

过宣传增强了社会公众风险

防范意识，提升了群众扫黑除

恶认知水平，展示了该行良好

社会形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下一步，邮储银行南阳

市分行将继续履行社会责任，

拓宽宣传面，丰富宣传点 ,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奉献力

量。②11 （鲁 诚）

中信银行中信银行

生僻字系统上线运行
本报讯 近日，随着中信

银行生僻字开关的打开，相关

系统改造全部成功上线，目前

系统稳定运行，生僻字姓名客

户可正常办理业务。

中信银行成为金融行业

首个解决生僻字问题的银行，

生僻字在该行核心系统、柜面

及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畅通

无阻。生僻字问题涉及范围

广泛，包括字符集、编码、国家

（国际）标准、操作系统、数据

库或其他外购软件等，还存在

生僻字临时编码不公开、存储

格式、内外部接口与交换、应

用系统内部的处理逻辑，以及

用户端字库、输入法、显示、打

印等问题。

根据生僻字姓名客户的

需求，中信银行率先启动攻关

方案，经多方共同努力，生僻

字系统最终上线，为全社会各

行业解决生僻字难题提供可

行的“中信银行方案”。

中信银行致力金融科技

创新。解决生僻字问题，展

现了该行在相关领域的科技

实力及领先优势。因生僻字

相关的部分业务涉及跨银

行、跨行业，中信银行下一

步将与各行业通力协作，加

快系统改造进度，以全面解

决生僻字问题。②11
（武 阳）

获殊荣

▶日前,“聚焦金融担当，助力经济发展”云端摄影大赛

在南阳银保监分局举办，全市近 70家金融保险单位的 87幅

作品入选。工行南阳分行入选 33幅，荣获一等奖 1个、二等

奖两个、三等奖 3个、优秀奖 10个，并获优秀组织奖 ②11
蒋红升 摄

查征信

◀10 月 9 日 ，

长假后的第一天，

查征信的群众在人

行社旗县支行公共

服务大厅门口排成

了长队 ②11
董新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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