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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0日，笔者从建行南

阳分行获悉，该行秉持“开放共享，责

任担当”的理念，以金融力量解决社

会痛点难点问题，有序开放网点服务

资源，建设“劳动者港湾”，向全市环

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城

管、快递员、志愿者等劳动者提供歇

脚休息的场所，向公众提供惠民便民

服务，擦亮了“服务大众、促进民生”

金融招牌。

该行创新打造“劳动者港湾+”模
式，完善“劳动者港湾”服务功能，将

“劳动者港湾”打造成为惠及公众生活

的新高地。以“劳动者港湾”为基础，

打造“劳动者港湾+抗疫”，为全市环卫

工人捐赠近 10 亿元保额的“战疫爱

心保”专项保险；打造“劳动者港湾+
爱心救助”，建立志愿者服务基地，

定期组织开展奖学金发放以及“微心

愿活动”。

该行在做好“劳动者港湾”线下服

务的同时，扩展线上服务，研发“劳动

者港湾”APP，打造“互联网+劳动者港

湾”新平台，用金融科技力量打通广大

劳动者享受港湾服务“最后一公里”。

“劳动者港湾”APP紧密结合线下港湾

服务，将线下港湾位置实时在线呈现，

支持服务搜索、一键导航等诸多服务，

可让公众快速、便捷、精准获取附近的

港湾服务。

不仅如此，该行还丰富“劳动者港

湾”APP线上服务，有力增强了线上服

务社会能力。通过嵌入党建宣传、公

众教育宣传等优质教育资源，供社会

大众学习充电、普享线上教育，助力提

升公众综合素质和金融素养；引入线

上菜篮子、个人征信查询等公共服务

接口，拓宽广大市民获取公共服务的

渠道；提供手语、方言、外语、考生、走

失儿童关怀等特色服务，让更多群体

找到服务“入口”。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以为人民建

设美好生活为目标，以新金融行动推

动全行经营管理深度融合国家战略，

促进资源社会化共享，用国有大行的

人文关怀、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赋能

社会，助力南阳高质量发展。②5
（樊玉秋）

最新动态

本报讯“春天行动”启动以来，

农行南阳分行以“深耕乡村”竞赛活

动为抓手，把“惠农 e贷”作为互联

网金融服务“三农”的利器和履行服

务乡村振兴责任的窗口，加快推进

步伐。

“惠农 e贷”是农行依托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一

款线上化、批量化、便捷化、普惠

化的贷款产品，包括白名单客户便

捷贷、政府增信、特色产业、银担

合作、抵押担保、信用方式等多种

模 式 。 据 悉 ， 自 2018 年 推 广 以

来，农行南阳分行已累计制定专项

金融服务方案 37个，发放“惠农 e
贷” 10737 笔 77831 万元，助力一

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发展

生产，创业增收，深受农民青睐。

至 2020年末，该行“惠农 e贷”余

额 34625万元，当年净增 25068万
元，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贷款规

模均居省农行系统前列。

目前，农行南阳分行紧密结合

农户信息建档工作，组织各县域支

行成立工作小分队，班子成员挂点，

分村包户，细化操作方案，在先期培

训的基础上，走村入户逐项采集信

息，重点突出农村专业市场、乡镇街

道和城乡接合部等区域，以当地特

色产业为支撑，着力做实邓州穰东

服装批发、肉牛养殖，西峡农家乐、

中药材购销、猕猴桃种植，唐河红

薯、烟叶种植，南召、方城花生购销，

卧龙、内乡月季，镇平金鱼、玉器批

零等特色模式“惠农 e贷”；与河南

农担公司合作，将绿色通道业务额

度提升至 30万元，采用自助可循环

模式放贷，提速“惠农 e贷·惠农担”

业务发展。

该行还采取“惠农 e 贷+”服务

模式，与信用村信用户创建等工作

有机融合，一体化营销聚合码、乡村

振兴卡、掌上银行等支付结算工

具，提升金穗惠农通服务点功能，

并针对性开展理财、农民工代发工

资、ETC、信用卡分期、个人贷款等

业务。至目前，该行 63 支“深耕乡

村 ”工 作 团 队 已 认 领 重 点 村 639
个，开展活动 18 次，新增掌银活跃

客户 20.32 万户，普惠金融覆盖面

持续扩大。②5 （刘延军）

农行南阳分行

推广“惠农 e 贷” 助力乡村振兴

邮储银行邮储银行

推出“工程信易贷”
近日，邮储银行推出“工程

信易贷”，该产品是邮储银行为

有效破解工程行业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全力支持守信企业融

资，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

合工程行业企业数据信息，对

小微企业进行综合评分与信用

评价推出的纯信用、线上化融

资产品。

贷款对象：生产经营稳定，

同政府机关、国有企业或事业

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工程

类企业客户。额度及期限：额度

50万元至 300万元不等，可循环

使用的一年期额度。产品特点：

纯信用，无需抵质押物；速度快，

最快 1天即可放款，除开户，其

他环节均在线上操作；低利率，

利率低至 5.95%；方便用，线上

随借随还，可循环使用。

客户准入要求：企业具有

高新企业证书或工程类资质或

上一年中标金额不低于 30 万

元，企业近一年有政府财政、国

企、事业单位公开招投标项目

中标记录或近一年有与中标项

目相关的一级分包协议，企业

近一年不存在政府采购违法失

信行为或经综合信用评估，评

估分数在 300分以上。

申请流程：微信搜索小程

序“工程信易云”—预授信、

预约上门—银行开户—正式

授信。②5 （李咏梅）

本报讯 1月 12日，笔者从中信

银行南阳分行获悉，针对当前电信

网络诈骗高发的现象，该行开展“断

卡”宣传，打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

卡、银行卡违法犯罪行为。

“断卡”行动通过控制电话卡

和银行卡，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滋生土壤。“断卡”行动断的

是什么卡？手机卡：三大运营商

的手机卡、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卡、

物联网卡。银行卡：个人银行卡、

对公账户及结算卡、非银行支付

机构账户，即微信、支付宝等第三

方支付。

“断卡”行动针对哪些人？开卡

团伙。自行或者经组织前往银行、

营业厅或者通过信息化手段开办银

行卡、电话卡的人员，以及金融机

构、运营商内部利用管理漏洞大批

量开设电话卡、银行卡或者为开设

提供便利的“内鬼”。带队团伙。

诱骗或者组织他人开办电话卡、银

行卡的团伙，这类团伙经常以“扫

村”“扫校”的方式诱骗村民、大学

生办卡。收卡团伙。主要是接收

带队团伙手机卡、电话卡的团伙，

又称“卡头”。贩卡团伙。主要是

接收全国各地收卡团伙办理的电

话卡、银行卡，层层贩卖赚取差价

的人员。

“断卡”行动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由于个人信息泄露、身份证遗失

等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人冒充

并办理银行卡、电话卡，“断卡”行动

实施后，按照规定，涉案的单位和个

人将面临严重惩戒。“断卡”行动中，

市民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能出租、

出售、出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身

份证等信息。不能假冒或借用他人

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

户等。发现个人信息泄露或发现相

关犯罪现象及时报警。

中信银行建议：有身份证遗失

经历、前期电话卡或者银行卡有异

常情况的市民，抽空去查询名下是

否有不知情的电话卡或者银行卡存

在，以免遭受损失。②5
（武 阳）

头条聚焦
建行南阳分行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提醒市民

关注“断卡”行动 保护个人信息

近日，工行南阳分行营业部改造升级竣工，营业厅除原有金融服务功能外，更兼容

大型财富管理中心功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蒋红升 摄

一站式
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

“中银 E 贷”一键申请
中国银行日前推出普惠贷

款系列产品——“中银 E贷”。

“中银 E贷”利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为优质代发薪客

户、财富私行客户、房贷客户、

缴 存 公 积 金/社 保/税 务 客 户

等，提供全流程在线的信用消

费贷款服务，实现客户足不出

户享受在线申请、秒速获批、实

时提款。该产品具有一键申请、

极速秒批、无抵押和担保、随借

随还、超低利率、额度有效期一

年、额度最高 30万元等特点。

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申请，

详询中行各网点。②5
（姚 恒）

大额存单限量发行

洛阳银行洛阳银行

光大银行光大银行

“房抵快贷”助小微
日前，光大银行发布“房抵

快贷”产品，该产品是为小微客

户量身打造的抵押贷款类业

务，助力小微企业成长，在资料

齐全、调查充分的情况下，“房

抵快贷”1-3 个工作日便可完

成审查审批，取得不动产登记

收件回执后即可放款。

“房抵快贷”可用于抵押的

房产范围较大，小微企业主既

可抵押本人名下的房屋，又可

抵押配偶、父母、子女名下的房

产。“房抵快贷”最高授信额度

1000 万元，助力企业转型，最

长授信期限 20年，缓解周转压

力。在还款方式上，“房抵快

贷”提供按月等额/等本、先 1
至 36个月还息后按月等额/等
本、按月还息按季/半年/年还

本等多种方式，有利于小微客

户灵活选择还款方式，高效利

用资金。

同时，光大银行还为小微

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等综

合性金融服务，使小微企业真

正享受全面、便捷的金融服

务。更多信息详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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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5 （程 斌）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

倾力服务“三农”
本报讯 1月 12日，笔者从农发行南

阳市分行获悉，该行日前发布报告，2020
年该行各项业务经营指标取得骄人成

绩，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交出服务“三

农”发展的优异成绩单。

从总量看，存贷款实现正增长，2020
年末该行贷款余额 213.6亿元，较年初增

加 14.48 亿元，占全省系统的 8.77%，居

第四位；全年发放贷款 55.95亿元，占全

省系统的 11.01%；年末存款余额 28.21
亿元，较年初增加 4.97亿元，居全省系统

第二位。从分项看，投放制药、医疗、食

品加工抗疫救灾应急贷款 8.63亿元，居

全省系统第一；投放小麦、玉米收购贷款

9.17亿元，收购工作进展顺利；扶贫贷款

余额 59.52亿元，比年初增加 17.88亿元；

全年对接上报中长期贷款项目 22个，贷

款金额 91.81亿元，已审批项目 14个 ,金
额 57.05 亿元；成功营销建行以来金额

最大项目——镇平县城市客运交通系

统综合体，贷款 11亿元；成功营销全

省系统首笔唐河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

银团贷款 7 亿元、首笔内乡县教育扶

贫专项贷款 2.3亿元、首笔跨境企业外

债业务 2 亿元、首笔粮食种植农业小

企业贷款 329 万元、首笔粮食购销供

应链贷款 2.61 亿元，多项指标均超额

完成省分行下达任务。国际业务自办业

务量、结算量均居全省系统第二。在全

省率先实现不良贷款清零，全行资产质

量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迈上加速发展

“快车道”。②5 （梁栋康）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开展爱心捐赠
本报讯 近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霍振峰一行，到该行定点帮

扶村——西峡县丹水镇袁庄村，开展送

温暖献爱心活动，带去了该行员工的关

怀和爱心。

活动中，该行一行人进村入户慰问

帮扶对象，送上棉被以及该行机关各支

部捐赠的棉袄、毛衣等物品。此次活动

的开展，再次彰显了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了良好的品牌

形象。②5 （潘 毅）

工行南阳分行

加大信贷投放
本报讯 1 月 11 日，笔者从工行南

阳分行获悉，该行紧紧围绕南阳市委、

市政府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工业强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满足大项目、大企业

融资需求。

该行加大信贷规模争取力度，多渠

道扩大贷款投放，支持南阳基础设施、能

源资源、现代农业、服务业、先进装备制

造业以及新兴产业发展。贷款主要分布

在高速公路、文化旅游、市政建设、商贸

流通、电力生产及供应等行业，贷款业务

品种涉及经营性物业、技术改造、基本建

设等。

该行把贯彻落实国家信贷政策、产

业政策放在业务发展的首位，加大“一带

一路”、实体经济和脱贫攻坚的人员、信

贷投入。截至 2020年末，大中型以上客

户贷款金额 92亿元，其中一般流资余额

17亿元，项目贷款余额 75亿元；小微企

业贷款 8亿元，其中扶贫贷款 3.8亿元，

为助力南阳经济发展作出贡献。②5
（刘万强 蒋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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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该产品每年按照实

际 天 数 365 天 或 者 366 天 计

息，以上示例中利息按每年

365天计算。

详询洛阳银行各营业网

点，财富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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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存金额

20万元

100万元

期限

三年

三年

年利率

4.18%
4.2075%

到期利息

（以 20万元、

100万元为例）

25428元
127978元

备注

每周三抢购

每周三抢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