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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圆梦助力：
期限长：贷款期限最长20

年
额度高：最高1000万元
灵活用：按日计息，随借

随还
优质客户到期可免还续

贷：
1、客户要求：经营一年以

上、经营状况稳定、有固定场
所且信用良好的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主。
2、房产要求：土地性质为

出让性质，具有房产证的普通
住宅、高档住宅及别墅，繁华
商业街区临街底层商铺。

联系电话：
周经理 15195187875
顾经理 13851027591
地址：东台市红兰路大润

发路东（七天酒店楼下）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中国民生银行
小微经营抵押贷款

杨琳 王晓燕 张明华

三仓镇兰址村是闻名遐迩的
“瓜果之乡”，出产的“三仓西瓜”俏
销全国各地。近年，该村进一步转
型升级，大力发展“农业+旅游”经
济，目前已吸引游客超10万人。
金融嫁接于经济，才能双赢共生、
共同发展。针对兰址村发展的新
规划、新需求，东台农商银行在人
民银行东台支行的指导下，以兰址
普惠金融服务点为基点，实施党建
引领、银政联手、服务融合，打造出

“党建+移动支付+普惠金融”特色
站点，实现690户瓜农“家门口”

“一站式”获取党务政务、移动支
付、信贷等服务，更好地助推兰址

“省高效农业特色村”“省四星级乡
村旅游点”建设。

把党旗“竖”起来，增强支农
便民的先进性。坚持党建引领、
党建赋能，主动向三仓镇党政汇
报，争得认可支持；按照“党建+
金融”的构想，联手兰址村村委
会，将普惠金融服务点设在兰址

村党群服务中心；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的原则，将党务、政务
融入到服务点软、硬件设施建设，
并选取一名“政治素质高，服务意
识浓、服务能力强”的村委担任服
务点负责人，实施亮身份、亮职
责、亮承诺，促进党建、金融由相

“加”向相“融”转变，打造又红又
专的服务阵地。把业务“融”起
来，增加支农便民的可得性。升
级服务点服务，落实服务点负责
人担当农产品的“宣传员”，促进
西瓜、甜瓜等农产品线下线上销
售；为服务点配备涵盖微信、支付
宝、云闪付等融合支付功能的多
媒体 POS 机、扫码付，搭建移动
支付无障碍场景；进一步丰富服
务内涵，结合“整村授信，阳光送
贷”，对服务点布放“金东e贷”宣
传折页、二维码，提供贷款预约、
用信流程辅导等前置服务，帮助
瓜农“一站”获取综合性服务，实
现瓜农、游客“指尖”获取便利支
付结算服务。把管理“硬”起来，
提升支农便民的实效性。落实东

台农商银行三仓支行客户经理挂
钩责任，对服务点实施业务月辅
导、周检查，促进服务点提高服务
能力、服务质量。完善专项考核
办法，对服务点负责人实施计价
考核，将其服务补贴发放与提供
支付结算、存贷款转介绍服务的
笔数挂钩和服务的质量、群众的
评价挂钩，充分运用物质激励提
高服务点负责人的干劲热情，促
进其切实担当起宣传员、辅导员、
服务员角色。

兰址村“党建+移动支付+普
惠金融”特色服务站点的建设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从党建层
面看，共建共享式站点切实发挥
了党建引领。服务点的建设充分
体现了党建与金融、金融与地方
党政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发挥基
层党员干部“三熟”优势和“先锋
队”作用，带头践行支农便民，保
证创新初衷的落细落实。从服务
农民看，一站融合式服务切实践
行了支农便民。服务点进一步加
载了党务政务、移动支付、普惠贷

款等功能，当地瓜农或者外地瓜
贩、游客只要走进服务点就能按
照所需，一站获取涵盖集金融、党
务、政务、商务于一体的一揽子服
务，真正体现了用银行的操心、创
新，换取群众的“省时、省事、省
心”，帮助兰址村更好地做大做优

“甜蜜事业”。当年该村实现果蔬
产值 18506 万元，同比上年增加
1963万元。从银行层面看，跨界
走心式创新切实推动了业务发
展。特色服务站点于 2020 年 5
月份建成，到当年年末，已开展党
务政务服务 8次，累计办理支付
结算业务 1672 笔、515 万元，办
理信贷前置服务 34 笔、212 万
元，实现助农购物、销售67笔、金
额32万元。

2020年 8月12日，人民银行
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海
龙一行调研东台农村普惠金融工
作，近距离观察了兰址村特色普
惠金融服务点服务，充分肯定了
该创新举措。

东台农商银行：

打造红色金融“便利店”
助力兰址瓜农做大“甜蜜事业”

周维丽

为进一步向老年群体
普及反假货币知识，增强
反 假 意 识 和 识 别 假 币 能
力，全面提升老年人对新
版人民币的认识，2 月 26
日上午，东台稠州村镇银
行工作人员来到安丰镇敬
老院开展现金服务零距离
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该行员工在
敬老院拉开“夕阳无限好，
金融总关情”的宣传横幅，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现场
咨询和有奖竞答等方式开
展。首先由该行安丰支行
经理助理针对新版人民币
防伪特征，向老年群体讲
解了几处新增的公众防伪
特征以及“一转、二摸、三
透光”的辨析技巧；接着由
现场老年群众对残破币的
兑换、小面额人民币如何
鉴伪、纸币破损发霉如何
处理等问题提出了疑问，
该行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

了问题。最后该行工作人
员精心设置了“有奖问答”
环节，通过讨论互动的方
式，激发起老人们的学习
热情，掀起了一波波答题
热潮。

此次宣传活动受到安
丰镇敬老院的大力支持，
共发放宣传折页 50 余份，
受众 50 余人，发放精美礼
品 60份。通过反假货币宣
传解决了老人们对新版人
民币的认知误区及日常现
金使用与兑换的疑惑，切
实给老年群体上了一堂生
动有趣的反假课程，“夕阳
无限好”不再是简单的祝
福，更是稠行人履行社会
责任的真实写照。

接下来，该行将持续深
入辖内各敬老院开展人民
币知识宣传系列讲座，同
时把金融服务延伸到老年
客户群体，定期或不定期
了解他们的金融需求，争
做 老 百 姓 身 边 的 暖 心 银
行。

江苏东台稠州村镇银行走进安丰镇敬老院
开展现金服务零距离活动

3月2日，国新办举行推动银行
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有关银行保
险机构负责人介绍了情况。

普惠金融服务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郭树清介绍，2020年，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银保监会和
银行业保险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攻坚战，各项工作迈出坚实步
伐。

支持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正常
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关
部门紧急提供专项信贷5.3 万亿
元，完成相关保险赔付超过 5亿
元，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总体
战、阻击战。截至2020年末，人民
币贷款比年初增加19.6万亿元，累
计对6.6万亿元贷款实施延期还本
付息，全年实现向实体经济让利
1.5万亿元目标，有力支持复工复
产和“六稳”“六保”。

数字化转型助力开拓普惠金
融新局面。根据有关国际组织报
告，中国普惠金融服务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电子支付、数字信贷、线上
保险居于全球领先地位。2020
年，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
资金总投入分别为 2078 亿元和
35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27%。2020年末，全国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增速
超过30%，其中5家大型银行增长
54.8%。大病保险已覆盖11.3 亿
城乡居民。

此外，金融领域积极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3年以来，全国累计发
放精准扶贫贷款9.2万亿元，涉农
扶贫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3.5万
亿元。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去年，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成效如何？

“银行业保险业风险从快速发
散转为逐步收敛，一批重大问题隐
患‘精准拆弹’，牢牢守住了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郭树清说，近
年来金融杠杆率明显下降，金融资
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2017
年至2020年，银行业和保险业总
资产年均增速分别为 8.3%和

11.4%，大体只有2009年至2016
年间年均增速的一半。金融体系
内部空转的同业资产占比大幅度
下降。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逐
步完善，股东穿透监管明显强化。

银行业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
大步推进，2017年至2020年累计
处置不良贷款8.8万亿元，超过之
前12年总和。影子银行得到有序
拆解，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0
万亿元。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受到
严厉惩治，不法金融集团风险逐步
化解，一大批非法集资案件得到有
序处置，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
好转。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
得到遏制，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
速 8 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
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风险
已基本控制，存量风险化解正有序
推进。

精准支持科技自立自强、乡村
振兴等领域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郭树清说，银保监会将着力完
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
机制，更加精准支持科技自立自
强、先进制造、民营企业、小微企

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赵欢说，

该行将对接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行
动方案，服务战略性科技计划、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国家实验室、国
家科学中心和创新中心等建设，设
立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专项贷款，
计划今年安排发放重大科技项目
专项贷款500亿元以上；在科技创
新领域选择百家龙头企业，沿龙头
企业上下游产业链选择1000家重
点企业进行专项金融服务，今年计
划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贷款投放4000亿元以上。

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金融领域大有可为。中国农
业银行董事长谷澍说，对于832个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行在2021
年信贷力度不减。在现代农业和乡
村产业方面，农行将重点抓国家粮
食安全产业带、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打好种业翻身仗等领域的金融支
持。目前农行粮食安全领域贷款余
额是1600亿元，今年准备再投放
600亿元以上。持续加大对符合条
件的农村“水电路气房”等领域的支
持力度。

来源：人民网

有力支持经济发展 金融风险逐步收敛

王晓燕 张明华

针对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
移动支付需求，东台农商银行
不断加强外部沟通、跨界合作，
着力构建积多元化、广覆盖、一
体化的线下、线上场景，方便城
乡居民掌上指尖即时化实现支
付结算。

与市卫健委合作，打造“智
慧医疗”，完成中医院、安丰、富
安、三仓、广山、弶港等六家医
院“银医通诊间结算”项目落
地；与东台民生公交公司合作，
创新“智慧公交”，帮助东台成
为盐城地区唯一实现公交路线
分段计费移动支付的地区；与
全域旅游公司合作，推出“智慧
旅游”，实现东台市民线上购买
旅游年卡，会员通过社保卡刷
卡入园入景区；与本地商户合
作，搭建“智慧商超”，打造三仓
镇新仓路、东台西溪景区“移动
支付惠民示范一条街”，建成

“金东e生活”平台，构建开放、
互惠、共赢的金融生态圈，项目
参加盐城市金融青年“金点子”
创新大赛，获得“三等奖”。

东台农商银行：

加快构建一体化融
合化支付结算场景

序号

1

2

3

活动内容

本地商户50元
购90元微信代

金券

周六必胜客满
200元减100

元

麦当劳满30元
减15元

参与方式及使用规则

●东台5家特约商户50元购90元微信代金
券，参与活动的商户有：圆融广场电影院、圆融
广场南侧果真多水果店、三仓华联超市、唐洋华
联超市、富安陈习华食品商行。●参与方式：客
户将信用卡和微信绑定，扫我行活动码支付50
元，购得90元微信代金券。●使用规则：1、第1
笔50元代金券，需要当日在上述5家商户的任
一家使用，单笔消费满50.01元，立减50元，有
效期1天，过期作为自动放弃。 2、第2笔20元
代金券在第2个月的月初7日内使用，单笔消费
满70元，立减20元。不限门店，过期作为自动
放弃。 3、第3笔20元代金券在第3个月的月
初7日内使用，单笔消费满70元，立减20元。不
限门店，过期作为自动放弃。

中行银联标识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消费,
单笔满200元立减100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
惠,每活动日数量有限，名额用完即止。

中行银联标识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消费,
单笔消费满30元立减15元（封顶15元）,每人每
天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享2次优惠，每月名额
数量有限，持卡人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活动时间

2021年
1至3月

2021年
1至3月

2021年
1至3月

中行信用卡
——更多精彩活动邀您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