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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 为进一步加大反诈拒赌
宣传力度，深入打击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切实增强群众反诈防
诈、反赌拒赌、安全支付的意识和
能力，形成金融行业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跨境赌博及相关黑灰产业宣
传浪潮，近期，龙里农商银行组织
辖内各营业网点结合实际持续开展
了“反诈拒赌·安全支付”专题宣
传活动。

该行在各网点 LED 显示屏滚动
播放反诈宣传口号，摆放防范电信
诈骗、防赌反赌宣传资料，多媒体
广告机循环播放防诈骗小视频，引
导客户增强反诈拒赌的意识；网点
柜面人员在业务办理中根据客户实
际情况，提醒客户保护好自己的个
人信息，不出租出借买卖银行卡、
以及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以及防范
措施等；该行客户经理结合普惠大
走访活动，积极开展金融知识进企
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
政府等宣传活动，通过向客户讲述
犯罪分子使用的诈骗手段、话术，
引导客户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应对
措施，提示客户在接到诈骗电话、
短信和登录互联网时，提高警惕，
勿贪小便宜，勿信陌生人，不要轻

易转账，并指导客户下
载 使 用 “ 国 家 反 诈
APP”及完善个人信息
相关内容，有效提高客
户的反诈拒赌和安全支
付能力，营造全民反诈
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该行将加
强宣传力度，扩大宣传
覆盖面，运用多渠道和
多种宣传资源，持续向
公众揭示跨境赌博危
害，普及电信网络诈骗
典型手法和应对举措，
宣传金融信息保护常
识，增强客户依法开立
和使用账户的法律意
识，提高人民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获得感，
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江忠艳 本报记者

谭惠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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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人民银行长顺县支行与长顺农信社组成调
研组到长顺县广顺镇开展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调研组在来远村万亩蔬菜保供种植基地实地调研时，与来
远村村支书、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交谈，深入了解企业合作社及农
户在发展过程中种植规模、销售订单、成本利润、保险赔付、带动
农户就业等情况，并就其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行了
现场交流。随后，参观了来远村鹌鹑养殖基地，来远村全村共计
有 12户从事鹌鹑养殖，2020年，全村鹌鹑蛋产量 80万斤以上，
产值520万元，利润182万元以上。村集体鹌鹑养殖已建成可养
殖9万羽鹌鹑的场地房屋等设施，目前有3万羽鹌鹑养殖规模，
农产品加工业、冷链物流运输、中央厨房初加工基本形成，接下
来还将持续扩大养殖规模。

调研组表示，要做好“六保一投”产业融资贷款推广，加大产
业贷款投放力度，用活专项再贷款政策，切实减轻产业经营发展
负担，做好金融服务；要做好与政府、保险公司的协调合作，有效
控制“产销”风险，提高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积极引导产业
发展帮助带动周边农户创业和就业，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问题；要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发展多形式多样化特色农村产业打造地方
经济亮点，提升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确保产品高质量，消化多
渠道。

接下来，长顺农信社将持续做好“六保一投”金融服务，为产
业发展不断注入活力，着力提升坝区金融服务水平，充分用好用
活再贷款资金，进一步优化贷款流程、缩短贷款审批时限，大力
推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取得
实效。

（王鹏飞 本报记者 谭惠凌）

长顺农信社“六保一投”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为落实好人民银行以“贷动小生意，服务大民
生”为主题的金融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专项活动要求，邮储银
行罗甸县支行走访边阳镇兴阳家园富民社区并助力信用社区建
设，走访商户了解群众金融需求，现场收集资料让群众少跑
路。期间，该行还开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反洗钱和征信等宣
传普及金融知识，有效提高群众金融文化素养。

今年以来，该行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开展“个体
工商户大走访”和“建信用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多次深入
农村调研产业，详细了解、收集村民和商户发展产业的资金需求
和增收困难等问题，面对面地讲解邮储银行信贷政策、产品。截
至目前，该行建成信用村 14个，新发放 1000多万元贷款支持商
户和农户发展，持续为县域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贯彻落实服
务“三农”战略定位，有效解决部分农户、个体工商户融资难、担
保难问题，提升了“三农”金融服务能力。

（周红连 本报记者 谭惠凌）

邮储银行罗甸县支行

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能力

本报讯 9月4日，建行黔南州分行组织员工到都匀市墨冲
镇开展反假币金融知识宣传。

该行员工拉起宣传横幅，摆放了宣传折页，吸引了许多村民
前来咨询。该行员工用真假币实物对照图向村民们介绍，用“一
摸”“二看”“三听”等方法识别假币。通过生动形象的讲解，提高
了群众对真假币的认知度，还邀请村民扫码参加反假币知识网
络答题。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400多份，受众人群约 500人次，
进一步增加了反假币知识的受众群体，提高了社会的反假、识假
能力，使群众从思想上认识到制假、贩假的危害性，提高群众的
反假币识别能力。

（晏文莉 摄影报道）

建行黔南分行开展反假币宣传

本报讯 近年来，三都农商银行积极支持农户发展林
下经济，成为普惠金融助力产业振兴的新亮点。

三都水族自治县普安镇高洞村的村民韦宗江，2017
年从省外返乡创办了“江龙翔凤”养殖微基地，并获得三都
农商银行普安支行 50万元“深扶贷”资金支持，在 10亩林
下放养土鸡和七彩山鸡，年出栏5000羽，在带头致富的同
时，他还带动 10个农户发展林下养鸡致富。同村的村民
吴龙波，也在普安支行7万元信贷资金支持下开始养殖马
蜂，一年增收6万元，靠“捅马蜂窝”走上致富路，今年他又
养起了中华蜜蜂50厢，把林下的小产业做得“蜂蜂”火火。

在三都农商行支持下，林下种植业也在不断发展。大
河镇小河村孙某林，获得合江支行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在
林下种植板蓝根 100 亩，被大家称为种“致富根”的带头
人。这个镇的联江村返乡创业大学生岑文成，也获得合江
支行贷款支持，在林下种草圈养肉羊，还在都柳江边的湾

滩兴办一个山庄，带领 5位青年稳定就业，走上了小康之
路。

而在都江镇，许多村民积极发展林下采集业，柳江村
有天然和仿生态种植勾藤 2000亩，村民采集勾藤亩均收
入达1600元；新合村村民孙世海，累计获得都江支行35万
元贷款支持，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业，每年采集土茯芩增
收15万元。

近日，《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
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大力发展林下种植
业、适度发展林下养殖业、积极发展林下产品采集业”等林
下经济产业，为三都农商行拓展信贷服务空间提供了新的
机遇，该行各营业网点积极加大小额信贷投放力度，为促
进林下经济发展，助村民稳定就业增收，践行支农支小的
使命担当。

（吴声贵 汪德慧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三都农商银行积极“贷”动林下生“金”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近日，都匀融通村镇银行联合都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公
司、农机供应商等单位深入秋收一线，着力为农户解忧。

惠农资源送农户，为农服务进乡村。为保证不误农
时、不误农事，几家单位共同把惠农资源、先进农业技
术、惠农金融政策送进乡间地头。平浪镇是都匀市水稻种
植重镇，“平浪大米”久负盛名，在平浪镇凯口村田间地
头，农机公司技术人员为农户开展了农机操作培训，都匀
市农业农村局向农户宣讲农机效用及农机补贴等惠民政
策，银行人员积极为农户介绍当前的惠民金融政策及便民
服务，讲解防范电信金融诈骗的对策及技巧。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助力现代化农业发展。随着农业
现代化加快发展，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强。都匀市匀
东神牛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专门提供农业机械
服务的合作社，旨在带动区域农户逐步向机械化生产模式
发展，目前合作社有收割机十余台，部分农机作业多年，
设备老化，工作效率降低，急需升级换代，但面临资金不
足的问题，该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与合作社对
接，并对金融需求进行评估，开通了绿色通道，尽快解决

合作社资金问题，不误农时。
此次几家单位共同协作，体现了服务“三农”的初

心，践行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责任与担当。下

一步，该行继续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实现“三农”服务
精准“滴灌”。

（陈培松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都匀融通村镇银行

金融助力秋收 服务精准“滴灌”

本报讯 为落实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的部署要求与省
分行“一二三四”战略布局，工行都匀分行认真围绕“四
新”抓“四化”工作目标，以制造业项目为抓手，紧扣高
质量发展主线，用金融“活水”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润色润
泽，不断深化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我州实体经济
企业发展赋能。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点领域，“十四五”规划将“制造强国”放在了重要的
位置上，强调深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是供应链和产业链
优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工行都匀分行统筹规划，推出
金融服务支持新体系，创新服务形式，针对制造业领域重
点储备项目，认真组建了项目攻坚团队，深入调研我州工
业发展现状，精准分析，科学谋划，以“高质量发展统揽
全局”为目标，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使命，突出我州特
有工业优势，大力支持与扩大建设。截至 6月末，该行制
造业贷款余额17.98亿元，较年初增长5.17亿元；制造业贷

款客户 134 户，较年初增长 24 户，实现制造业“户量双
增”，进一步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加快银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
要求，该行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金融服务、更进政策标准
等方式不断加大制造业融资支持力度，密切跟进瓮福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产业发展、产业
链延伸过程中等重大项目的融资情况，并深入对我州轻工业
各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把黔南州望江变压器项目、瓮安县天
一矿业有限公司项目纳入重点考虑对象。目前，该行已储备
新型工业化项目 3个，拟融资金额 15亿元，力争早日贷款投
放资金，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

为贯彻落实“政府引导、政企合作”的发展思路，该行整
合资源，筹备资金，扩大贷款投放力度，积极主动与企业对
接，提供优质服务，查找问题，破解难题，实时了解企业融资
需求，及时更新服务举措，逐户压实责任人。同时，为解决融
资难问题，该行在公司担保上加大力度，确保资金投放及时，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协助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避免
资金链断裂影响发展。

为增强服务效能，提升应对客户需求变化的能力，该行
时刻谨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效益，决策就是机遇”的
工作思路，开通绿色通道，争取以最短时间、最优利率的优
势，在金融支持上给予大力支持助力发展，全力推动工业化
储备项目落地，加快项目贷款投放，实现实体经济企业“早投
资、早完工、早生产”，进一步实现项目投产，激发市场经济活
力。

下一步，工行都匀分行将积极主动抓好工业企业优质服
务工作，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制造业作为银行的使命
担当，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调整金融支持结构为基础，不
断满足制造业融资需求，进一步履行金融机构责任和义务，
充分发挥好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头雁效应”，助力
我州打造工业化城市名片。

（刘佩佩 宋茂萍 本报记者 谭惠凌）

工行都匀分行金融“活水”为实体企业发展添动力

秋收现场秋收现场

机械化操作机械化操作

工作人员到种植基地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到种植基地了解情况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步
提高员工廉洁自律意识，筑牢廉政风险道德防线，增强员工拒腐
防变的能力，平塘农商银行组织开展第二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采取观看职务犯罪记录片和到平塘县廉政建设教育基
地观看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件件催人警醒，使
员工在思想上接受深刻的洗礼。

通过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员工工作中遵守
单位规章制度，依法合规、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利。同时，
要求员工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形成“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氛围，为平塘农商银行稳健经营、高质量发
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

(石开群 本报记者 谭惠凌)

平塘农商银行筑牢廉政风险道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