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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沐阳
通讯员 苏敏 徐乾捷

近日，宁海农村商业银行
在行总部举办了 2017年“金秋
送礼，浓情回馈”贵金属品鉴
会，特别邀请了山东黄金公司
参展。品种丰富的各类贵金属
产品和宁海农商行真诚、细致、
专业的服务让前来参观的市民
们交口称赞。

当日，黄金销售累计成交
额达 413万元，位列山东黄金公
司今年在浙江展销会销售记录
的前三名，同时也刷新了省农
信联社“金九银十”活动月单一
黄金公司的销售记录。

活动现场，随处可见贵金
属产品宣传折页，循环播放的
产品视频吸引了不少客户驻
足。活动还专门邀请了山东黄
金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客户讲授

贵金属知识，授课老师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客户详细讲解
了鸡年主推新品，如建军 90周
年纪念钞、熊猫银币、婚庆九宝
等产品。

为保证活动持续时间和质
量，调动现场气氛和客户积极
性，展会还设置了 1元秒杀、拍
卖、砸金蛋等活动，将展会氛围
推至最高潮。同时，该行还为
客户提供了“iPhoneX认购券”，
领走认购券的顾客现场下载了
浙江农信最新的手机APP“丰收
互联”，并由员工指导操作。当
天共有 1000名左右的参展人员
到场，

下阶段，宁海农商行将开
通贵金属业务，为该行金融产
品多元化发展及中间业务地拓
展提供支持，满足高端客户群
体的贵金属收藏与传承需求。

宁海农商行

举行贵金属品鉴会

记者 彭沐阳 通讯员 王俊元

11月 7日，人民银行宁波市中
心支行组织在宁海召开宁波普惠
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建设工作现
场推进会。人行县支行重点介绍
了金融进课程、宁海普惠服务平
台、移动支付应用推广等特色工
作。

近年来，人行县支行紧紧围绕
“精准服务、精准教育、精准保护”
的目标，大胆试验、积极创新，逐渐
探索出具有宁海特色的普惠金融
发展模式。

去年，人行县支行在长街镇开
展普惠金融综合示范镇创建，实现
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对每个行政
村的助农金融服务点进行规范化
改造；全面实现村级财务网上支付
模式，全镇42个行政村开通网上银
行，实现村务资金“快拨付、零在
途、即到账”；全面推进非现金支付
工具应用，创建长街镇环河街非现

金支付体验区、月兰村移动支付示
范村；全面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以
讲师授课、现场体验等方式对全镇
居民分类施教。

今年，人行县支行在对长街试
点工作进行效果评估、总结提炼的
基础上，在全县进行推广，力求做
好“盆景”，建好“风景”。

信贷支农支小更深入。通过
“平台化、特色化、精准化”三大服
务，着力深化“三农”领域和小微企
业的金融支持，不断提高“三农”和
小微企业贷款的覆盖面。依托“宁
海普惠服务平台”，实现银行和农
户、小微企业间金融供求信息互
通。目前，全县 24家银行机构、1.4
万人加入平台，提出贷款申请 962
人，金额 3.83亿元，通过平台解决
贷款569人，金额2.22亿元，户均39
万元左右。持续推进“多权一房”
抵质押贷款和各类群体特色贷款
业务的开展；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试点成果转化，在全县范围

内推广整村授信业务，目前，农商
行、宁波银行、台州银行等行已在
109 个行政村实施了整村授信工
作，授信农户 10369 户，授信金融
9.3亿元，贷款户数6643户，贷款金
额6.5亿元。

支付环境更加优化。率先在
全市范围内实现助农金融服务点
全面覆盖，目前全县共有助农金融
服务点 553个，基本满足农村居民
基础金融服务需求。率先拓展“智
慧支付+”在多领域应用。我县在
各县市率先实现公交金融 IC卡应
用的基础上，今年又在全市率先试
运行城乡公交银联移动支付，66辆
城乡公交车实现银联手机闪付和
二维码扫码支付。成功上线“一咻
停车”APP，全面推进“银医通”、“银
校通”业务。大力推广非现金支付
工具应用，创建电子支付示范村 3
个，刷卡无障碍示范街（区）17 条
（个），刷卡无障碍示范镇2个。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更完善。

在全县金融系统选拔出 45名业务
扎实、经验丰富的讲师，建立宁海
县金融系统普惠金融讲师团。持
续开展普惠金融“五进”活动（金融
知识进校园、进市场、进企业、进农
村和进社区），扩大金融宣传覆盖
面。建立350个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服务站，疏通农村金融维权途径。
按照“一套中小学金融知识读本、
一个普惠服务平台、一支普惠金融
讲师团队伍、一个金融知识教育基
地”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一”金融教
育总体框架，积极探索国民金融素
质教育新路径。联合县教育局印
发《宁海县“金融普惠 校园启蒙”
国民金融素质教育提升工程方
案》，在全县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
级中开设金融知识基础教育课程，
在高中段高一新生军训中开展金
融知识讲座，每学年目标受教育学
生近2万人。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人行县支行做深做实普惠金融工作

金
动
融
态

人行市支行调研组
调研长街镇普惠金融
示范区建设情况

近日，人民银行市支行副行长王海龙及人民银
行宁波市各区县支行负责人等40余人组成的调研
组来到宁海县长街镇，调研长街镇普惠金融示范区
建设情况。图为调研组一行在宁海农商行丰收驿
站内召开现场会。

（记者 彭沐阳 通讯员 李霞 摄）

记者 彭沐阳
通讯员 胡海燕

“用了建行的‘支农贷’，省去
了很多麻烦手续，钱很快就到账
了，我的几百亩养殖塘有救了。”近
日，长街镇水产养殖户张先生迫于
资金压力，向建行宁海支行申请了

“支农贷”，方便快捷的流程令张先
生很满意，不禁连连称赞。

据了解，中国建设银行宁海支
行成立于1986年11月，下辖9个营
业网点（其中 2个乡镇网点），拥有
12个离行式自助银行。近年来，该
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致力实现普惠金融，着重加大对县
域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提升
农村客户的服务能力，助力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解决农村客户融资
难、办理业务远的问题。

在取得经营成绩的同时，宁海
支行相继获得了文明示范单位、区
域内最具影响力银行、先进职工之
家、先进老干部管理单位、省级文
明单位等众多荣誉称号。

帮小
服务小微企业成就“大事业”

建设银行宁海支行充分发挥
营业网点的布局优势，建立以“信
贷工厂”小企业中心为依托、以营
业网点为触角的营销服务体系，推
动营业网点转型为集小企业客户
营销、产品推荐、业务办理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化营销服务平台。
结合小微企业客户需求特点，从单
一信贷服务向为客户提供综合服
务支持延伸，为小企业及企业主个
人提供现金管理、代收代付、履约
保证保险、电子商务、租赁等多元
化服务。

同时，建设银行宁海支行创新
以非财务信息为主的信用评价体
系，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
新技术，基于建设银行自身积累的
大数据资源，借力税务等公共服务
信息，集成信息，提增信用，来破解
小微企业“缺信息、缺押品、缺信
用”的难题，创新推出税易贷、小微
快贷、云税贷等一系列深受市场欢
迎的产品。其中，“小微快贷”的互

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实现了全流程
线上操作，做到资金实时到账、提
高服务效率，实现了客户融资“立
等可贷”。

截至 2017年 10月 31日，建设
银行宁海支行新增500万以下小企
业贷款 1052万元，普惠金融（小微
企业贷款口径）贷款 1.2682亿元，
为区域内众多小微企业提供了金
融支持。

助农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一直以来，建行宁海支行都将
三农列为优先支持的重点领域，从
信贷、渠道和服务上不断加大资源
倾斜力度。

支农贷款融资支持。长街镇
是我县养殖和种植大镇，客户对农
贷的需求非常迫切，但是存在融资
金额小、产品少、抵押担保难的问
题。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在上级行
的支持下，长街支行及时利用总行
的“支农贷”产品试点成功，截至
2017年 11月 10日，建行宁海支行

本年度已发放支农贷 900余万元，
通过联贷联保的方式为养殖种植
户解决了融资问题，创新扶贫贷
款，“贷”动农户致富。

助农平台渠道搭建。为使助
农点经营户和客户能体验到更全
方位、便捷、优质的服务，2017年10
月，建行宁海支行引入已在湖北省
试点成功的“裕农通”平台。支行
将以“裕农通”平台和服务模式为
抓手，以第三方合作和移动APP为
依托，借助轻资产、智能化县域服
务新模式，依托助农服务点，做好
县域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打通农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建行宁海支行今夏克服高温酷暑，
多次组织网点开展金融服务进乡
村，打通了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为老年客户提供上门服务，开
展社保卡激活工作，将便民服务带
到了老百姓家门口。累计接待 70
余人，现场成功
激活社保卡 56
张，以真诚的服
务与专业的知识
回馈客户，得到
了百姓的认可。

中国建设银行宁海支行：

让所有人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县 金 融 上 市 办
人 行 县 支 行
宁波银监局宁海办事处

主办单位

县金融系统第三届气排球大赛
农行宁海支行获佳绩

宁海县金融系统第三届气排球大赛于近日举行，农业银行宁海支行获
得混合队第一名，男、女队分获第二名。

（通讯员 马璐璐 摄）

记者 彭沐阳
通讯员 毛银丽

发生在学校学生身上的金
融诈骗、校园贷等案件的不断
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为了提高广大学生群体
对金融知识的认知，提高防范
金融诈骗的意识，防止学生落
入陷阱，近日，中信银行宁海
支行组织精干力量，来到一市
镇中心小学，为老师和学生带
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
专题讲座。

现场，中信银行宁海支行
金融宣传团队，向在座学生们
宣讲了最基本的金融风险防范
知识，包括防止银行卡密码泄
露、防止短信验证码告知他
人、防止个人网银被盗及防范

电信诈骗、防止网络民间集
资、防止校园网贷等，告知学
生和老师们怎样正确使用银行
基础交易和金融产品，并以几
个案例讲明校园网贷和电信诈
骗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提高
老师和学生的判别能力。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受到
了在校师生的欢迎。“此次金融
知识宣传和教育活动，加深了
青少年对银行业务的理解，提
高了其对中信银行服务及品牌
的认知和认同。”中信银行宁海
支行工作人员说，该行将持续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引导社会
公众科学合理使用银行产品和
服务，扩大金融知识宣传教育
覆盖面，提升消费者保障自身
财产安全的意识和能力，为社
会金融生态建设健康发展助力。

中信银行宁海支行

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宁海农商行开展
“书法基础课程”
培训活动

近日，宁海农商行组织行内书法爱好者，开展“书法
基础课程”培训活动。

（通讯员 李霞 摄）

中国人民银行 13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新增人
民币贷款 6632亿元，同比多增
119亿元。

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新
增贷款中，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
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增加 2142亿元，以个人住房按
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
贷款增加3710亿元。

10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
额 118.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均低0.1个百分点。
从货币供应情况看，10月

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5.34万
亿元,同比增长 8.8%，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4个和
2.8个百分点。

从涵盖范围更广的社会融
资规模指标看，10月份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1.04万亿元，比上
年同期多 1522亿元；10月末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172.21万亿
元，同比增长13%。

（据新华社）

10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
贷款663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