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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贴士·

“我今天走了11200步”“看来你今
天偷懒了，我走了13560步”“你们别争
了，我走了15000步都没吱声呢”。这不
是一群健步爱好者的对话，而是启东农
商银行和合支行“走访先锋队”在每次下
乡走访后的“战绩PK”。

从2017年12月上旬至2018年1月
中旬，和合支行全体员工在行长张东飞
的带领下，连续五个周末在辖区开展全
覆盖走访，共计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
张贴宣传海报100余张。这些数字的背
后，是该支行为使今年的走访更加顺应
普惠金融的新要求，进行了“升级改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字上：

“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完善的规划可以确保走访的稳步向

前。今年，启东农商银行和合支行的走访
以336省道、沿江公路为“大边界”，以行
政村为“小网格”，以和合镇人民街为“分
界线”，形成南北各2个、总共4个“走
访先锋队”。全行人员完成每天的走访
后都要标记已走访区域、总结走访心
得，针对下一次走访制定走访户数、预
约金额等目标。此外，积极扩展走访区
域，把海欣花苑等新农村小区也作为重
点走访对象。

“准”——准确地把产品信息投放到
目标人群，同时做好与农户的情感沟通，
实现“精准走访”。只要农户在家，每一张
宣传单就会亲手发放到农户手上，并且
把新春活动和产品优势加以宣传。针对
老年客户重点宣传存款天数、利率优势；

针对中青年客户除了宣传存款，还重点
推介理财、贷记卡、第三方支付等产品。
为了争取走访成效的最大化，针对外出
打工不在家的农户，除了把宣传单通过
门缝“投放入户”，还发动小队长、左右邻
居充当支行的宣传员，告知外出归家的
农户支行的宣传信息。

“狠”——注重思考，发现身边的每
一个走访切入点，无孔不入，把走访做到
极致。针对传统的挨家挨户宣传耗时较
多、覆盖不全的弊端，和合支行选取劳
动密集型的针织厂、电子厂、箱包厂，
人口积聚较集中的菜市场、校门口、蒸
糕店，逐步开展第二轮走访宣传。这些
地点的传播优势在于短时间内可以把信
息快速投放到每一个人，并且这些“人

肉信息接收点”在下班后、散市后会回
到辖区的角角落落，成为另一个“人肉
信息发送点”。利用这一原理，支行还
在辖区员工人数较多的10家企业食堂
的取餐窗口、显眼墙壁处，张贴宣传海
报30多张，每到工人就餐时，该行的
海报前总是人头攒动，宣传效果明显。
像这些走访宣传的“狠招”还有很多，
都是支行在年复一年的走访中总结积累
出来的宝贵经验。

“见微知著”是启东农商银行和合支
行全体员工奉行的职业坚守和文化内
涵，他们坚信凡事没有捷径，微小的坚持
更能体现成绩的可贵，新的一年，他们的
脚步不停、奋斗不止。

（王坤 黄佳惠）

启东农商银行和合支行——

用脚步丈量金融服务深度

确定理财目标：理财的目标大概可
以分为攒钱 （为购买某个商品攒钱）、
保值（为了不让自己的钱因为通胀而贬
值）、增值 （就是用钱赚钱啦） 这三
种。攒钱是最低级的理财目标，不管自
己存在银行里的钱是增值还是贬值，都
不在乎，只要攒够钱就可以买东西了；
保值就比较有技术性，你需要考虑自己
的钱投到哪里，理财耗费的精力也比较
多；增值的话就更难了，其实保值增值
的性质是一样的，都需要你投入经历去
分析股票、市场、期货等等理财产品，
或者购买某种保值商品，这也需要你有
一定的经济头脑，并耗费一定的精力。
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自己可用于理财
的精力，然后才能决定自己的理财目
标。

制定理财计划：分析好自己的理财
目标以后你就可以制定理财的计划了，
在这一步，你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中
哪一部分可以用于理财，对于经济收入
比较高的人（月入n万以上的）来说，你

的经济收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消费、储
蓄、投资。对安全感要求高的人可以多储
蓄少投资；对于乐天派可以多消费少投
资；对于富有挑战性的你可以少储蓄多
投资。对于月收入低于1万的，可以考虑
降低消费来增加储蓄，如果你本身有一
定的经济积累，也可以投资一些风险较
少的项目，比如目前阶段来说买房也是
保值增值的一种方法。

确定投资项目：目前来说，储蓄是无
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的，因为银行利
息太低，而人民币贬值又很快，所以
用钱购买某种商品（包括股票），然后
利用商品的保值增值性给你的钱保值
增值，这就是理财的基本原理。如果
你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理
财，你可以选择一些短期投资，这样
你的资金流动性也会比较快，如果你
没有多少时间考虑投资项目 （如股
票），你最好是选择银行里的一些长期
的、安全性较高的理财项目 （比如国
债，货币基金等）。

掌握消息来源：现在是信息社会，掌
握一条重要信息可以让你一夜暴富，比
如你知道某种股票在这两天内可能会
涨，你也就可能在这几天内暴富。最有可
能让你一夜暴富的消息是内部消息，一
般来自亲朋好友；一般炒股的人都要留
意国内外发生的大小新闻；还有一些国
家政策的调整也要随时注意。

分散投资领域：都说鸡蛋不能放在
一个篮子里，比如你同时投资石油和黄
金，这两个往往此消彼涨，所以你的钱不
会一下子赔光，这是非常保险的，也就达
到了保值的目的，如果想要达到增值的
目的，还要更加专业的操作，不过基本的
原理就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在高价的时
候卖出。

限定投资期限：在投资前就应该确
定什么时候撤资，比如购买某种股票前，
决定好要做长期的跟进还是短期的炒
作，如果没有设定好最后期限，你很容易
产生“再等一等”的心理，因为投资就像
赌博，都有“今天运气不好明天就能赢回

来”的思维，一旦股价下降，会不甘心就
这么愿赌服输，于是选择跟进，进而造成
更大的损失。所以，在开始之前就要知道
什么时候结束。

选择另类投资：有些投资是隐形的，
即你不认为这是投资，但是却的的确确
能给你带来收益，比如在结婚的时候要
买戒指等首饰，你是买金戒还是钻戒？一
般金戒可以保值而钻戒买了以后就会立
即贬值，这就是一种理财的思路。买戒指
的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买黄金，然
后找名家打造，这样你的首饰不仅仅是
给你保值了，还可能增值。除了这种方式
理财，还可以选择投入教育，比如报班学
一些工作上用得到的技能，这种投入比
较耗费时间，但是风险小收益大。另外，
情感投资也是一种另类投资，花些钱多
给亲戚朋友办点实在事，当你有困难的
时候就会得到回报。

个人应当如何投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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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江苏维安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收到了建行启东支行投放的470万元
贷款，从银行受理到投放贷款前后不到
10天；去年11月，福鼎生态园通过建行
纯信用贷款获得200万元信贷资金，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同样在一个月前，建
行又为启东多吃点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
司投放200万元贷款，该公司的一条生
猪屠宰线由此顺利投入使用……

建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最近一年多来，建
行启东支行不断发展普惠金融，给予小
微企业优质的服务和快速高效的信贷资
金支持，满足小微客户资金使用低门
槛、高效率的融资诉求，更好地以金融
资源撬动经济发展活力。该行数据显

示，仅2017年以来，该行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就达5.2亿元，比上年净增1.5亿元，
所拥有的小微企业客户更是从78家猛
增至180家。

扶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
展，建行启东支行主动作为。与市金融办
对接，共同搭建启东市小微企业“助保
贷”平台，由银行与地方政府共同筛选企
业组成“小微企业池”，进而向入池小微
企业发放贷款；与税务机构互动，依据企
业纳税信息对诚信纳税的优质小微企业
发放“税易贷”；充分利用本行大数据，通
过对小微企业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为客户提供“小微快贷”、“创业贷”、

“POS贷”、“结算贷”、“苏农担”、“云税
贷”、“信用贷”等一揽子普惠金融支持，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对小微企业的金融覆
盖率，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分享
到建行的信用贷款服务，成为推进“普惠
金融”的有力抓手。此外，全市16个建行
营业网点加大推广力度，充分打开网点
服务小微客户的融资渠道，有效保证了
广大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普惠金融，致力于让更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第一时间贷到款、贷好款，
并减轻其贷款负担。“只要是符合建行

‘普惠金融’条件的创业者和小微企业，
都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最优惠的信贷支
持。”建行启东支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经理
成光如此表达鲜明态度。记者了解到，为
让更多创业者和小微企业享受到建行发
展普惠金融的新成果，该行可谓用尽“招

数”，为满足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
业合作社发展，建行与省农担公司联合
推出了量身定做的“苏农担”，使全市6
家重点农业企业获得足额贷款；通过“小
微快贷”，使30多家小微企业在线申请
贷款，并在24小时内实现了自助化融
资；通过大数据产品分析、POS流水等信
息，给予符合条件的50多家小微企业最
高200万元的信用额度；通过降低融资
利息，建行“苏农担”贷款年利息仅
4.785%、抵押类贷款年利息仅6.09%、纯
信用类贷款 7.39%等贷款利率优惠政
策，真正体现了普惠金融的旨意，实实在
在节省了客户融资成本，获得广大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交口称赞。

（黄佳惠 吴玉章）

建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新增小微客户逾百户

近日，兴业银行启东支行工作人员走进
城南菜场普及宣传金融知识，着重介绍各类
金融理财知识，现场传授假币识别技巧、发
放金融知识宣传单等，充分发挥银行在提升
公众金融素质、促进金融生态建设、服务百
姓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黄佳惠 陆冬梅摄

金融服务
进菜场

启东农商银行召开第二届
工会会员暨2018年度工作会议

3月1日，启东农商银行第二届工会会员暨职工代
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启东农商银行2018年度工作会议
在先豪国际酒店三楼万豪殿隆重召开，总行领导班子
成员、各部门正副经理、业务骨干、各支行行长、会计主
管、各分理处负责人及职工代表共21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2018年度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审议并表
决通过了《工会工作报告》、《工会经费提取及使用情况
报告》、《职工监事履职报告》及《2018年薪酬考核管理
办法》、《员工考勤管理办法》、《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
选办法》、《员工薪酬延期支付管理办法》、《员工补充医
疗保险管理办法》、《2018年度网点文明规范服务考核
办法》等。总行对获得2017年度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签订了《反腐倡廉建设责任
状》、《合规案防工作责任状》、《安全保卫工作责任状》
等；计划财务部、人力资源部、滨海新城支行、城南支
行、和合支行等五个单位（部门）的负责人就2018年工
作规划作了发言。

当晚，总行还对在2月15日、2月28日完成开门红
存款必成额及力争额的单位颁发了“存款大礼包”。

（陶帅君）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3月2日，中国银行启东支行开展了以“珍惜自己
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非
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通过在网点电子显示屏上循环
播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在营业大厅内由大堂经
理和柜员向客户发放宣传资料、在城区主干道及农贸
市场人流集量地段向来往群众进行宣传，并通过具体
案例向广大群众介绍非法集资的危害及非法集资在暴
利的诱惑下骗取群众资金行为常见特征。引导大众识
别非法集资特征，避免跌入非法集资陷阱。

通过集中宣传活动，该行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非法
集资的相关知识，扩大了宣传范围，让社会公众了解非
法集资的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非法集资的
社会危害等。引导群众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行为，为我
市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玉凤）

广发银行启东支行
献礼建筑业盛典

3月5日，庆祝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裕公司、江苏
启安建设集团金裕分公司“回首感恩，筑梦未来”20周
年盛典在启东恒大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市政府相
关领导、启东市建筑界的主要领导、部分金融机构负责
人，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共400余人参加。

广发银行启东支行的8名员工在该行副行长的亲
自带领下，精心编排了一场名叫《来电》的舞台情景剧，
该情景剧讲诉了发生在南通二建工地员工和银行员工
之间因送代发工资的借记卡而擦出爱情火花的故事，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笑点频出，情景剧内容均源于二建
员工和银行员工日常的生活与工作，演员们的真情演
绎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赢得了现场各界与会来
宾的一致赞赏。

节目不仅体现了建筑企业员工吃苦耐劳的精神，
也反映出银行员工坚韧不拔、不畏困难的业务精神。银
企虽不同行，但却有着同样的拼搏精神。广发银行启东
支行员工的演出属于原创情景剧，不仅赢得了各界领
导的一致好评，也给固有形象的金融界带来了一股清
新之风。同时，也为进一步融洽该行与江苏南通二建集
团的良好关系，为深入促进银企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顾伟铃）

农业银行启东市支行
闹元宵猜字谜

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为丰富网点大堂的节
日文化气氛，3月1日至2日，农行启东市支行在辖内各
网点大堂举办了“闹元宵 猜字谜”活动。

此次活动各网点准备了100余条字谜，都是与客
户生活密切相关的，对于猜中字谜的客户可获一份精
美礼品。活动吸引了来网点办理业务的男女老少，大家
争先恐后，唯恐被别人先猜到，整个活动热闹非凡。网
点主任及大堂工作人员利用此次活动，积极向客户介
绍该行的手机银行、惠农理财、基金定投等产品。

此次“闹元宵 猜字谜”的活动，在丰富了厅堂节日
气氛的同时让客户体验了农业银行的优质服务，促进
了农行业务的快速发展。 （黄佳惠 施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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