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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荐

推出“出国金融贷款”
中国光大银行推出“出国金融贷款”，是向借款人发放的，

为满足借款人或其近亲属出国留学、出国签证开具资金证明

等需求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该行“出国金融贷款”对象广泛，借款人可以是留学生本

人，也可以是留学生的亲属。担保方式多样，客户可选择房产

抵押、质押、信用等多种方式。用途广泛，可用于出国签证保

证金、出国留学保证金、学杂费、生活费。按需还款：提供按月

还息到期还本、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等 6种还款方式。

更多光大银行出国金融业务详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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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4 （程 斌）

光大银行光大银行

企业贷款种类多
邮储银行推出多种企业贷款产品。

科技贷授信对象：在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内备案的

中小企业。授信金额：最高 500万元。贷款期限：额度使用期

为 5年，单笔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 1年。担保方式：纯信用，

300万元以上追加部分抵押物。

抵押贷授信对象：有固定经营场所，正常经营 6个月以上

的中小微型企业法人。授信金额：最高 3000万元。贷款期限：

最长可使用 5年。担保方式：企业或企业主、股东名下房产、土

地抵押。

税务贷授信对象：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

具有代发代缴、纳税行为的小微企业客户。授信金额：单户限

额最高 300万元。贷款期限：1年。担保方式：纯信用或少量

抵押物。

农信担保贷款授信对象：连续经营 6个月以上的涉农行

业。授信金额：最高 200万元。贷款期限：1年。

创业担保贷款授信对象：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

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 25%（超过 100人的企业

达到 15%）以上的小微企业。授信金额：最高 200万元。贷款

期限：2年。担保方式：各县（市）、区创业担保中心提供担保。

再就业担保贷款授信对象：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

人员（含残疾人）、复原转业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网络商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 5人及以上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含 1年）劳动

合同。授信金额：150万元。贷款期限：单笔 2年，可贷 3次。

担保方式：各县（市）区创业担保中心提供担保 （享受全额贴

息）。

咨询电话：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小企业金融部 市区：白

经 理 0377- 61560137、 13721824264，西 峡 ：赵 经 理

13700778965，内 乡 ：王 经 理 18695975000，淅 川 ：李 经 理

13782124609，新 野 ：郭 经 理 15203889692，邓 州 ：刘 经 理

18903779933，镇 平 ：蒋 经 理 17637739817，方 城 ：吴 经 理

13507632662，社 旗 ：秦 经 理 15838793003，唐 河 ：白 经 理

18338266706，桐 柏 ：李 经 理 18737741674，南 召 ：冯 经 理

15137718886，油田：金经理 18937751366。⑩4 （李咏梅）

邮储银行邮储银行

新野农信社

加强防汛保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张国义 程林芳）汛期来临，新野农信社

把防汛抢险工作作为一项安全性工作来抓，召开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防汛工作，确保安全无事故。

为了防范自然灾害发生，该农信社召开防汛抢险专题会

议，研究制订防汛抢险预案，实行责任分工，并签订目标责任

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把防汛抢险工作落到实

处。对防汛设备进行维护，提前购置防汛物资，专人负责管

理，一旦发生灾情，组织人员立即行动，奔赴抢险一线，做到有

备无患。加强与县气象局联系，指定专人搜集气象信息，建立

天气预警登记和报告制度，一旦气象部门发布灾害性预警，立

即上报，做好应急防汛抢险准备工作。成立防汛抢险应急分

队，并建立汛期值班制度，固定专用电话保持 24小时畅通，一

旦发生灾情，可采取防范措施，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确保人财物安全。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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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包 蕾 特约记者 武 阳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深耕中原，扎

根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脱贫

攻坚等领域，凭借专业专注的服务精

神，不断探索创新，摸索出一条普惠

金融服务“小微”的“中信模式”，为实

体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小微

企业发展“普惠成长”。作为“有温

度”的银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情系

“小微”，创新普惠金融服务，以“真金

白 银 ”的 实 惠 举 措 助 力 小 微 企 业

发展。

某牧业设备公司是某国家产业化

农业龙头企业的钢构件配套供应商，

由于核心企业谈判能力高、原材料使

用量较大，该公司应收账款账期较长，

造成较大的资金占用压力。基于双方

真实的贸易交易，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运用票据贷产品将资金贷给产业链上

的小微企业。依靠核心企业，“以大带

小”做深做透产业链基础小微企业客

群。而这背后的产品就是“商票贷”。

它是小微企业客户以生产经营所得经

中信银行准入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进

行质押，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从而

高效盘活存量票据资产，更好满足小

微企业用信需求。

类似南阳这家小微企业的融资情

况并不只是个例。经过多年来服务小

微企业的探索，中信银行依托自身禀

赋，已经打造出致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的“中信经验”，让小微企业在“家门

口”就可享受到专属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在探索普惠金

融的实践中持续创新，让普惠金融真

正落地开花、落到实处，实现普惠金融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升级换代，

解决小微企业抵质押资产较少等带来

的融资难问题。

如今，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秉持“以

客为尊”的理念，探索创新型发展路

径，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已经成为我

省小微企业的“赋能者”“深耕者”和

“成长伴侣”。在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的

同时，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加强与政府

机构合作，探索“政银联合”金融支持

兰考县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工作方案，

助力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

设；大力搭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服务

平台，与河南省财政厅等合作，搭建中

信小微政采贷业务合作平台，为我省

政府采购中标供应商小微企业提供

“政采贷”等金融服务；积极推动普惠

“好产品”的落地，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不断与政府相关部门、商会、产业园区

合作，举办专场普惠金融产品推介会，

累计 600 余家企业到场聆听，为民营

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

径。⑩4

普惠金融有温度“小微”发展加速度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创新普惠金融模式服务小微企业综述

□姚 恒

近日，在中行仲景北路支行，大堂

经理发现有位客户到柜台后没有办理

任何业务就离开了。

细心的大堂经理上前询问，得知

客户想给母亲办理银行卡挂失业务，

但因其母亲瘫痪在床，本人不能来网

点办理业务。丢失的存折又是之前买

保险的凭证，眼看保险马上就要到期

了，到时候钱回来没回来老人也看不

到，在家特别担心，一直催促儿子赶紧

去补存折。

大堂经理了解情况后，在安抚客

户的同时，询问网点业务经理能否处

理该笔业务。在了解到该行有针对紧

急上门服务的相关政策后，大堂经理

将情况汇报给该支行负责人。在确认

无误后，该支行负责人安排工作人员

利 用 中 午 休 息 时 间 上 门 为 客 户 办 理

业务。

工作人员将办理业务需要的凭证

一一让客户本人签字确认、按指纹，老

人非常高兴。最终，工作人员将挂失

补发的存折递交到老人手中，该支行

负责人还安排理财经理及时查询保险

资金到账情况，让老人放心。⑩4
（征集您身边的“金融故事”，投稿

信箱：nyrbjrlc@sina.com）

上门服务暖人心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本报讯 （记者包 蕾 通讯员刘延
军）农行南阳分行抓住 5 月初“纳税 e
贷”正式上线的有利时机，持续加大营

销推广力度，至 5 月末，该行累计为

122 户小微和民营企业发放“纳税 e
贷”5775.5 万元，居全省农行系统前

列；同时实现了 16家一级支行此项业

务的全覆盖，推动了普惠金融业务快

速发展，赢得地方政府部门和小微企

业赞誉。

培训加热突出“创新点”。该行召

开全行普惠金融工作推动会，重点安

排“纳税 e贷”推广营销工作，市分行有

关负责人亲自动员，要求各支行抓住

该产品“全线上、纯信用、银税互动、秒

申秒批秒贷”等创新点，炒热氛围，对

接小微，迅速“破零”；同时，对市、县两

级行客户经理分层培训，邀请省分行

普惠金融事业部专家来行，深入支行

面对面讲解，指导操作。

推介营销抓好“便利点”。该行对

系统提取客户建立清单制包户营销机

制，市县两级行班子带头、上下联动、

公私联动，主动登门推介“纳税 e贷”覆

盖广、额度大、纯信用、操作简、放款

快、利率低、利减负的“卖点”和优势。

同时采取媒体宣传、客户答谢会、营销

沙龙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扩大影

响；并选取部分重点目标客户率先尝

试，以点带面，有效突破。

机制督导解决“滞堵点”。该行以

“激情仲夏·普惠金融业务”专项竞赛

活动为抓手，在匹配出台相应计价和

费用奖励的基础上，对全行“纳税 e贷”

前 6笔投放支行和 5月“纳税 e贷”增量

前 6名的支行在考核中均给予加分奖

励，激励各行营销积极性。市分行明

确专人牵头，组成 3个督导组，深入支

行及网点现场督导帮扶，每天通过电

话催询、微信晾晒、经管网通报排名等

多种途径促进度，营造了比学赶超的

浓厚竞赛氛围。⑩4

农行南阳分行

营销“纳税e贷”助力小微发展

金融故事

中原银行唐河支行

开展献爱心活动
本报讯 （记者范 冰 特约记者

潘 毅）中原银行唐河支行党支部在唐

河县城郊乡小罗湾村举办“关爱成长，

相伴未来——扶贫攻坚献爱心”活动，

现场为小罗湾村捐赠电脑 1台，并为

当地小学捐赠书包等文具用品。

该支行党支部热心公益事业，在

扶贫工作中勇于担当，持续开展公益

活动，助推脱贫攻坚，用实际行动带动

更多的客户助力公益事业。此次活动

进一步提升了中原银行的品牌形象，

扩大了中原银行的影响力，也为该行

惠农业务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⑩4

镇平农商银行

打造有温度的银行
本报讯（记者包 蕾 通讯员王群秋

韩宏伟）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和孝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镇平

农商银行积极开展“爱在敬老”主题党

日活动。

6月 6日上午，镇平农商银行枣园

支行员工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

了鸡蛋、油、防暑药品等，同老人促膝

交谈，了解老人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

和护理方面的情况。

镇平农商银行积极组织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开展扶孤爱幼、敬老助老活

动，用心传递温暖，展示了镇平农商人

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精神风貌，树

立了扎根玉乡、回馈玉乡、争做有温度

银行的良好口碑。⑩4

金融杂谈

养成储蓄习惯
□范 冰

强制储蓄是财富积累的好习惯，它

要求人们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储蓄之后，

才能用剩下的钱去消费。这种储蓄方

式看似非常强硬，但是要做到也并不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人们的日常消费有

很大弹性空间，除了一些必要的花销之

外，占据更大消费数额的其实是那些不

必要的消费。而强制性储蓄压缩的只

是这一部分消费空间。

储蓄的“九一”法则提议：至少把自

己收入的 10%“攒”起来放在钱包里，无

论什么情况都不破例。并且严格规定自

己只能用剩下的这部分钱消费。储蓄部

分不能动用，有效抑制了过度消费。

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个储蓄计划，首

先需要确定一个自己认为适合自己的

数额，然后和自己的开销进行比较，如

果超出了你的收入范围，就要做出适当

的调整。先看哪些开销是不必要的，

然后该精简的精简。如果还是超支，

那就适当调低存款的数额。只要坚持

下去就能让自己的小金库日渐丰盈起

来。即使你的收入不高，也能在坚持一

段时间之

后看到很

好 的 效

果。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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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基于

客户真实经营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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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工商银行

智能选校“求学宝”
工行推出工银融 e联“求学宝”，是一款专业智慧志愿填报

服务 APP(入驻高校 1200所、招办老师 2000余人)，为高考志愿

填报提供一键智能选校、在线专家一对一立体解决方案；帮考

生填好志愿、挑好大学。

客户下载工银融 e联客户端，关注“工银南阳”或“求学宝”

公众号，1元即可享受 198元的 AI大数据精准推荐+线上专家

一对一审核金质服务。详询工行各网点。⑩4 （蒋红升）

为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提升征信服务水平，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在南阳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设立个人

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点，由中信银行市府支行工作人员现场服务，方便市民快捷、高效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⑩10 本报记者 范 冰 摄

浦发银行

理财产品丰富
浦发银行推出期限灵活、起点多

样的理财产品，适合临时性资金购买

或长期锁定收益客户。

新客理财，期限短，3个月至 6个
月，预期年化收益率 4.5％；超短期理

财天添盈系列，1天滚动，预期年化收

益率 3.5％，随时赎回秒到。

保收益系列理财产品：汇理财 1
万元起，期限 35天至 6个月，保底利率

3.6％ - 3.9％，收益远超存款短期产

品，纳入存款保险；安享赢定期存款，1
万元起存，期限 1 年起，年化收益率

2.05％ -4.05％，支持靠档计息；大额

存单，20 万元起存，期限 1 个月至 5
年，最高年化收益率 4.13％。

详询浦发银行各网点。南阳分行

营业部：南阳市张衡路与独山大道交

叉 口 中 景 门 国 贸 1 号 楼 、0377-
61389000/61389001；浦发银行中州路

支行：南阳市卧龙区中州路 666号曙

光大厦 1 幢 1 单元 1 层 101 室、0377-
61389060/61389061；浦发银行建设路

支行：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文秀花园

8幢 1层 101室、0377-61389082；浦发

银行白河大道支行：南阳市宛城区白

河大道万正广场 2号楼一层 5号商铺、

0377-61389080。⑩4 （石 岩）

通讯员 魏 稳

小微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缓解

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市场竞

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小

微活则经济兴、就业旺，在小微民营企

业的成长和发展中，金融支持至关重

要。南阳村镇银行自 2010 年 12 月成

立以来，始终坚守“立足县域、支农支

小”的市场定位，积极融入南阳区域经

济社会建设，持续完善小微民营企业

金融服务，逐步成为南阳区域支农支

小的新生力量。

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中心，向小微

企业传导货币政策红利。“三农”和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以

来都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在国际经

济形势稳中有变，以及国内经济供给

侧结构改革深入推动的大环境下，人

民银行逐步实行差异化的准备金制

度，针对“三农”和小微民营企业定向

降准，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的

传导，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三农”和

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南阳村镇

银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归本源、专

注主业，把支持“三农”和小微民营企

业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1~2018年累计投放贷款 204亿元，

年均增长率 33%，其中涉农贷款累计

投放 195亿元，年均增长率 34%，涉农

贷款和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占比 95%以

上，为南阳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以提升服务水平为抓手，为小微企

业发展提供动力。当前南阳区域“三

农”和小微民营企业金融供给主要依托

物理网点开展，在此情况下，南阳村镇

银行自开业以来不断向下延伸服务触

角，力求贴近农户、贴近小微民营企业，

到目前全行共设立县级网点 14家，乡

镇网点 26家，基本形成了一张覆盖南

阳县市区和部分重点乡镇的服务网

络。在产品定制方面，该行以客户为中

心，根据“三农”、小微民营企业经营特

点，开发了“惠农宝”、“惠鑫宝”以及以

小微企业为主的“闪电贷”等特色产

品，并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小微民营企

业经营困难的现状，以及拉动消费的

需要，先后推出“农家福”普惠信用贷

和小微民营企业“税金”信用贷、“接力

贷”、“连续贷”等产品，进一步提高服

务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与此同时，该

行还不断完善授信审查机制，简化业

务办理流程，提高业务审批效率，将

90%以上的小额贷款审批权限下放至

支行，平均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其

中信用贷款最快当天实现放款。⑩10

践行普惠 深耕“三农”

南阳村镇银行助推小微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