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圈动态

达州农商行
达川支行
将金融知识
送进校园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
通讯员 贺焰） 为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生金融知识宣
传教育，提高防范金融风险
能力，近日，达州农商银行
达川支行以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知识宣传月为契机，走
进达川区渡市镇中心小学
开展了“金融大讲堂”进校
园活动。
“同学们，上网课时突
然跳出中奖链接，免费兑换
游戏币，你们会怎么办呢？”
当天的活动现场，学生们在
老师的引导下聚精会神地
坐在教室，金融知识宣传员
的一个提问瞬间打开了他
们的话匣子，大家纷纷展开
了激烈讨论。
随后，金融知识宣讲员
通过生动风趣的小故事，向
学生们讲解了电信网络诈
骗、人民币真伪鉴别、反假
币法律法规、爱护人民币等
金融知识，介绍了常见的金
融诈骗手段、特点、鉴别方
法以及如何处理应对，让学
生们进一步加深对金融知
识的理解。通过开展此次
宣传活动，创建了良好和谐
的校园金融环境，夯实了金
融知识宣传进校园工作常
态化的基础，加深了银校交
流合作。
达州农商银行达川支
行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入
校园、社区、村组，进一步加
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宣
传，扎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提供更加优质
的金融服务，以实际行动践
行使命担当。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罗谢涛） 为
积极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金融服务“三农”、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等各项工作部署，近年来，邮储银行
开江县支行以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普惠
金融服务县域实体经济，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50 多岁的陆伦生是开江县永兴镇龙形山村人，
近年来，他投资 3000 余万元创办了生茂源观光农
业，主要发展水果种植、肉牛养殖、餐饮副业等，并
通过吸引就业、技术指导带动就业等措施，以实际
行动促进周边村民脱贫致富。
回想当初创业的艰辛，陆伦生不禁感叹：
“多亏
邮储银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
成就。”因种养殖的前期培育周期长、投资规模大，
陆伦生在改扩建肉牛养殖基地时，出现资金短缺的

难题。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邮储银行开江县支
行客户经理主动上门调研，了解金融需求。经该行
与农担公司联合审批通过后，次日便向陆伦生发放
了 195 万元的“农贷通”贷款。有了这笔贷款，陆伦
生随即加大投入，顺利把基建、扩栏完工，并用剩余
资金购买一批小牛补栏，
将产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为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水平，邮储
银行创新推出惠农快贷、极速贷等全线上产品，无
纸质资料、办理简便、审核效率高，灵活支持县域各
类商户、农户等。此外，邮储银行开江县支行持续
打造“背包银行”团队，走村串户，宣传金融知识、了
解金融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以组织开展“爱心捐
款”
“关爱留守儿童”
“定点帮扶”
“特色贷款”等有效
方式全方位、多角度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达州市 2019-2020 年度金融精准扶贫劳动竞赛
宣汉农商银行荣获先进集体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杨亮 何禹廷）
近日，达州市 2019-2020 年度金融精准扶贫劳动竞
赛组委会授予宣汉农商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劳动竞
赛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表彰宣汉农商银行在金融
精准扶贫方面所做的贡献。
宣汉农商银行以“农村金融、地方金融、普惠金
融”主力军银行为己任，积极投身于金融精准扶贫
工作中。近年来，宣汉农商银行发放了全县 90%以
上的农业贷款、95%以上的农户贷款、99%以上的扶
贫小额信用贷款，支持贫困户发展“牛、药、果、茶、
菌”等特色产业，聚力改善民生。涉农贷款余额
57.09 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6.99 亿元，民营
企业贷款余额 11.03 亿元。期间，开展金融知识宣
教 500 余次，代理各类补贴 30 多项，年惠及群众 60
多万人，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

该行还勇做金融扶贫主力担当，向巴山大峡谷
扶贫旅游开发项目发放相关贷款 2.52 亿元。累计
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12.48 亿元、产业扶贫贷款
2.79 亿元，为 15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 0.97
亿元。累计向结对帮扶的塔河镇号楼村捐赠各类
帮扶资金 95 万元，帮助号楼村实现顺利脱贫。该
行还帮扶县域内 1 个贫困村和 11 个非贫困村，全行
161 名帮扶责任人帮扶了 575 名贫困户。
为让金融服务渠道不断下沉，宣汉农商银行建
立了乡村金融服务示范站、示范点 141 个。聘请金
融联络员 632 名，遍布城乡网点 53 个，延伸到社区、
乡镇的自助设备 152 台，服务到村的助农取款服务
点 369 个，全面覆盖全县 37 个乡镇、343 个行政村。
累计发放社保卡 55 万张，实现了城乡金融服务体
系的全方位和全覆盖。

参观党风廉洁建设法纪教育基地

周周 刊刊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
通讯员 李悦) 自开梁高
速公路项目启动以来，为满
足当地居民的金融服务需
求，达州银行开江县支行积
极对接当地乡镇，主动提供
上门金融服务。
据了解，开梁高速公路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开江县
桥亭村，与 G5012 恩广高速
万 达 段 相 交 ，南 下 穿 明 月
山、跨吴家河、过甘棠镇东、
任市镇东，于新盛镇北永兴
村附近与开梁高速重庆段
对接。在拆迁款存储业务
办理过程中，部分村民因出
行不便，前往网点办理银行
卡费时耗力。达州银行开
江县橄榄支行便主动申请
提供上门服务，召集村民现
场 制 卡 ，真 正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开江邮储银行以金融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专业专注

达州银行
开江县支行
上门服务
解决群众
出行不便难题

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县域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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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银行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李悦） 为进
一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扎实廉
洁意识和纪法观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涵养风清气正的金融政治生态。近日，达州银
行组织总行领导班子、中层管理人员和重点岗位人
员等 90 余人，前往达州党史展示厅、达州市党风廉
洁建设法纪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并召开全行警示教
育大会。
当天，参会人员参观了达州党史展示厅，对不
同历史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斗、勇敢拼搏的

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为全体党员上了一
堂鲜活的党史课。在法纪教育基地，大家以案为
鉴、深刻警醒。
随后，达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汪志德围绕
学史明德、以案为鉴、履职尽责三个方面，为参会人
员讲授了一堂生动的廉政党课。他要求，全行党员
干部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动作为，深
入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切实做到学史明德、廉
洁从业、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回答好达州“新阶段
七问”，
全力推动达州银行高质量稳健发展。

农行员工带病践行服务承诺
成功申购 1800 万银行理财产品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郑年孝 杨焜）
“你看那个美女打着点滴，还在忙着服务客户。”7
日上午，当市民杨荣走进农业银行达川支行营业
部，看见工作人员正专心致志地为客户服务，不
由得连声称赞，
“如此爱岗敬业的员工，真让人敬
佩！”
“那位美女是营业部客户经理梁杉杉。”看着
手臂上还挂着吊瓶的梁杉杉，营业部大堂经理陈
芃西既感动更心疼：
“前几天因为感冒，她本该在
家好好休养，但应客户要求，她打着点滴就来上
班了。
”
原来在国庆假期，一些经商人士得知农行推
出了一款风险低、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申购日
定在 10 月 7 日，于是便提前联系梁杉杉进行了预
约。客户的需求就是工作职责，梁杉杉应承了客
户的预约，承诺在申购日当天前往营业部为客户
提供服务。
不巧的是，那几天梁杉杉患上感冒且始终不
见好转，无奈之下，她只好就近在医疗诊所打上
点滴，随后来到营业部，逐一指导客户通过手机
银行申购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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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小病不算啥。”面对客户关怀的询问，
梁杉杉有些羞涩地回应道，
“你们的时间很宝贵，
客户的需求就是我的服务职责，我也不能违背对
客户的承诺。
”
当天，梁杉杉累计服务了 12 位预约客户，帮
助成功申购 1800 余万元的银行理财产品，还为
预约客户成功申购 200 万元的代理销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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