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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独山支行

小小绿壳蛋 脱贫大帮手

积极推动税务贷业务发展

——长顺农信社信贷支持特色养殖业发展助农脱贫小记

本报讯 为有效做好普惠金融业务推动，助力辖内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今年以来，工行独山支行积极用好创新服务产品，
用足政策，大力推动“税务贷”业务；截至 9 月 14 日，该行累计投
放税务贷 8 户，
累计投放金额 898 万元。
“税务贷”是工行与税务部门合作，为经营稳定、发展良好的
小微企业提供的纯信用贷款，该产品基于企业增值税发票数据
和纳税申报数据，为优质纳税企业提供线上融资服务。该行找
准策略，加强与税务、工信部门的交流合作，积极向辖内优质企
业推荐“税务贷”产品，
做好“税务贷”的优势和亮点宣传，
有效扩
大了产品的社会影响力。
该行借力上级行或税务部门推荐的优质企业清单，积极开
展精准营销，
通过形式多样的银企对接活动，主动与企业展开融
资对接，进厂区、进企业现场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与
企业面对面进行融资洽谈对接，针对有融资需求且符合申请条
件的小微企业现场指导其申请“税务贷”。
为确保贷前业务合规、贷款风险可控，该行以借款人融资适
度性为突出点，通过对借款人人行征信系统查询及财务报表审
查，了解借款人对外担保、整体融资情况及负债水平，认真分析
企业资金运营规律，判断融资用途的合理性、适度性；在审查过
程中仔细对借款人银行流水的进出量、进出事项进行认真臻别，
重点对大额度进出、同日进出的流水进行分析，从源头抓起，有
效防范假流水，
有效做好风险把控。
（熊希能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李凌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近年来，长顺农信社加大支持力度，通过“特惠贷”、农户
小额信用贷等金融产品，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帮助许多
村民实现“创业梦”，也实现了“脱贫梦”，王朝刚就是其中之
一。
提起王朝刚，长顺县睦化乡的村民们几乎无人不晓，他
现在是远近闻名的脱贫先锋，农民企业家。王朝刚给人的第
一印象是个子不高、皮肤较为黝黑，但说起话来却嗓门洪亮、
铿锵有力的朴实汉子。四年前，王朝刚还是个普通农民工，
常年在外务工，漂泊不定的他，早就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但一直苦于没有门路，直到一次回家探亲，才彻底改变了他
的生活轨迹。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刚回家的王朝刚饭后和家人一起
到村口的坝子散步乘凉，远远看到前面人头攒动，异常热闹，
他好奇的凑上前一看，原来是长顺农信社睦化信用分社工作
人员在开展金融夜校活动，拉着横幅，挨个的给村民们派发
宣传资料。
“原来是开大会哟！”王朝刚心中暗想，向来不太喜欢热
闹的他转身正要历来。
“三年减免利息”、
“特惠贷”几个字钻
进了他的耳朵，王朝刚转念一想，
“对啊，正愁创业资金不够，
我倒听一听，去信用社贷款到底方便不方便。”于是，王朝刚
朝人群中挤了挤，细细听了起来。当天，他就树立信心，开始
着手准备创业。得知他的想法后，睦化信用分社工作人员积
极与他联系，经过仔细了解后，表示愿意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这让他的信心更足了。
经过前期准备和项目选定，两个月后，王朝刚如愿申请
到了“特惠贷”5 万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5 万元，再加上自己
这几年的储蓄，王朝刚就风风火火地把“朝刚养鸡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办了起来，专门养殖当地特色的绿壳蛋鸡。
“我们
的这个绿壳蛋，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高，有营养，一个顶两
个。
”
每当卖鸡蛋时，
王朝刚很高兴的向客户介绍到。
自打那时候起，王朝刚的合作社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现
有养鸡场 250 余平方米，养鸡 3000 余只，日产蛋高达 2000 余

贵州银行黔南分行

送征信知识进校园

都匀融通村镇银行
规范化管理的鸡舍

个；也是从那时候起，王朝刚与长顺农信社的合作关系也变
得紧密了起来，在长顺农信社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和村支两
委的关心下，合作社的规模仍在持续不断地扩大，绿壳鸡蛋
也有了稳健的产量，不仅如此，合作社的开办还带动了数 10

名社员共同富裕，解决了数 10 名贫困户的就业问题。提起
这些，王朝刚说：
“回乡创业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让我最开心
的是可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共同走上脱贫致
富的道路。
”

开展反假币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了解及爱护人民币意识，
增强人民币防伪技能，近日，都匀融通村镇银行组织开展了
“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区”反假币宣传活动。
该行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折页以及人民币防伪知识
扫码问答等形式，让社会公众了解假币的危害性、反假币的
意义等知识，普及反假币法律法规；同时，发放“中国人民
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及兑换标准图解”，让群众了
解残损、污损人民币兑换的相关知识。
通过活动，不仅加深了公众对反假币知识的认识和了
解，增强了假币鉴别能力，还提高了公众自我保护能力和防
范意识，得到了一致好评。
（杨洁茹 本报记者 谭惠凌）

龙里农商银行多措并举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交通银行黔南分行

本报讯 为促进征信信用知识和诚信文化在校园的和
普及，提升各类学校师生诚信素养，树立诚信意识、规范
诚信行为，近日，贵州银行黔南分行组织全辖支行开展
“珍爱信用记录，享受幸福人生进校园”征信进校园系列
活动。
活动中，该行员工向师生们发放征信知识宣传折页，
并针对学生群体对征信知识了解较少的情况，用通俗易懂
的方式讲解了哪些行为会影响个人信用信息、不良记录和
产生不良记录后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等金融知识。学生
们还主动与银行员工进行互动，咨询什么是征信、信用报告
是什么、如何避免出现不良记录等疑问。除专题征信讲解
外，该行员工还主动引导同学们在日常树立合理消费和适
度消费的理念，学会辨别网络诈骗，主动抵制网络“校园
贷”、
“ 套路贷”，避免出现不良记录，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安
全。
通过活动，在向广大师生普及征信知识的同时，也营造
了“学征信、懂征信、用征信”的诚实守信文化氛围，提高了
师生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引导师生增强诚信意识、树立
诚信观念，更好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扩大诚信知识宣传
教育覆盖面，提高公众信用意识，为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提供有效支撑。
下图为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金融知识。
（余慧敏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营
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龙里农
商银行纪委多措并举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组织全辖干部员工对《中共贵州省委办公
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厉行节约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通知》进行深入学习；及
时拟定下发文件提要求，对全行干部员工不折
不扣贯彻落实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进行了
明确规定；督促食堂管理部门修改完善并细化
食堂管理办法，加强对配餐、就餐、食材采购与
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力度；相关负责人对基层营
业网点食堂的用餐情况进行现场突击检查，向
食堂工作人员详细了解网点配餐、就餐情况，
并实地查看餐余垃圾倾倒情况；责成纪检、稽
核部门把对餐饮浪费行为的监督纳入常规检
查工作事项之一，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坚决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
（陈美联 罗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营造存款保险制度的良好社会氛
围、增强群众对存款保险的认知、维护存款人切身利益，
近日，
交
通银行黔南分行组织开展了以“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为主题的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我习惯储蓄，有钱就往银行存。最近听说有存款保险制
度，银行一旦破产，存款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赔，那我买的保本理
财产品有保障吗？”客户们都很关心自己的资金安全问题。为
此，该行准备了宣传横幅、宣传资料等，组织员工在网点周边及
人流密集的广场公园开展宣传，
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
并现场讲
解存款保险条例内容，
介绍存款保险的相关内容。宣传中，
许多
群众就关心的问题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不仅为群众解答了存款
保险的相关知识，
还为群众讲解了存款和理财的区别，
引导大家
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
提醒大家在正规机构办理金融理财业务，
在关注投资收益的同时，
更要注意投资风险。
为方便群众迅速掌握相关要领，该行工作人员还把存款保
险内容编成顺口溜：
“您存款，我保险；存银行，有保障；遇事情，
莫慌张；有存保，心安放；存款在银行，保障我在行，存款保险为
你保驾护航。
”
获得群众的一致认可，
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刘涛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邮储银行黔南州分行提升公众存款保险知晓度
本报讯 为宣传《存款保险条例》在保护存款人的合法
权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作用，
提
高公众对《存款保险条例》的知晓度和增强公众对银行机构
的信心，近日，邮储银行黔南州分行开展了“2020 年存款保
险宣传活动”。
营业网点宣传全覆盖。该行增加存款保险宣传曝光量，
以电子滚屏、电视机、抖音播放等方式，
持续播放“存款保险，
保护您珍贵存款”活动宣传标语及宣传视频；做好专人负责
部署，
在大堂设置宣传桌，
制作发放宣传折页、海报、易拉宝，
为客户答疑解惑，
充分发挥营业网点的宣传主阵地作用。
开展宣传走访活动。该行针对不同金融消费群体，
辖内
各支行组织开展“进商户、进街道、进农村”
宣传活动，
向各类

本报讯 随着贵州省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成功发行，农行
黔南分行在黔南地区以项目个数占比 48%、金额占比 34%的
绝对优势，成为黔南地区主要金融服务商之一，该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发行创佳绩。经
统计，截至 8 月，该行累计承
做黔南地区政府专项债券
45 个，
金额 32.59 亿元。
该行积极响应地方政
府和上级行部署要求，抢抓
机遇，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
践行，在政府专项债业务领
域取得了“同业间领先、系
统内创优”
的良好业绩。
前瞻性预判政府专项
债业务。该行在 2019 年承
做了龙里县棚改专项债项
目，为今年继续承做政府专
项债提供了参考依据和经
验示范；同时，今年国家大
幅增加地方专项债发行规
模，该行瞄准市场、积极提

存款保险宣传创新意

消费群体逐一讲解存款保险条例的概念、保护范围、偿付限
额等。截至目前，该行已开展 30 多场宣传，近 8000 名群众参
与。
建立学习存款保险条例晨会、夕会制度。
“找准核心，激
发主体”，
以晨会、夕会形式激发员工对存款保险条例的主动
学习，找准宣传核心；创新宣传方式，引入“金融知识普及月
活动”
的宣传经验。
下一步，该行将以“存款保险宣传活动”为契机，践行服
务当地、服务民生的理念，依法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为
《存款保险条例》的更好落实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为提升社会
公众对存款保险条例的认知水平贡献力量。
（李维 本报记者 谭惠凌）

福泉农商银行

农行黔南分行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提升责任担当
供服务。
强化“四个当面”，汇报“五大优势”，全力争取“项目承
做”。该行在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做好“四个当面”工作，
当面向政府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当面向财政局
和发改局汇报、当面向项目主管部门汇报、当面向项目业
主汇报。汇报该行“五大优势”，该行承做专项债丰富的经
验优势、农总行作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会长单
位的技术支持优势、该行机构网点优势，是贵州省唯一一
家县域全覆盖、物理网点最多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该行
匹配的专项债项目后续配套融资优势、农行和全国知名律
所、会所三方联合的团队优势。该行在几次专项债发行
中，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了承做项目“一案两书一表”
（实施方案、法律意见书、财务评价报告、信息披露表） 资
料报送，高质量跑出了“加速度”，取得了各级财政的一致
好评。

采取“承做银行、资金落地行、资金监管行”“三合
一”模式，确保资金专款专用。该行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
金使用，行使监管行职责，确保资金不被挪用于置换存量
债务和用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有效协助各级财政监
管专项债资金合规使用。
加强“投贷联动”，深化专项债配套融资。在农总行出
台的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金融服务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意见》下，该行主动作为，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资
源倾斜，于今年 6 月审批通过配套融资并实现投放 6000 万
元；同时，对他行承做的优质项目，该行也在积极争取配套融
资。目前，
该行在信贷流程中的配套融资项目累计 6 个、金额
10 亿余元。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深化地方政府合作，助力地方经济
发展和脱贫攻坚，
提升农行责任担当。
（唐婷）

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本报讯 近日，福泉农商银行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月、金
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活动。
该行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广场，现场向广大群众讲解金融
知识，通过搭台子、拉横幅、立展架、发折页及现场讲解等方式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向群众宣传获取金融知识的途径和防
范风险能力，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金融产品等。为打击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群众的警惕性，该行工作人员还积
极宣传用卡安全和个人信息防盗知识，特别向中老年人揭露新
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作案手法、技巧等。以外，该行还通过
厅堂金融小讲堂一对一的进行厅堂宣传，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介绍金融知识，提醒大家要保护好每个人的金融信息，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
倡导依法维权。
通过多渠道宣传，增进群众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对有效防
范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该
行长期以来坚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让群众共享金融
改革成果，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文笠莹 本报记者 谭惠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