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濉溪农商银行联合辖内的街道、派出所在菜市场、公园等地开
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于静静 摄

涡阳行社保卡换发快

“没想到不到 5 分钟，我的三代
社保卡就换好了。 ” 涡阳县耿皇村
村民李大爷开心地说道。 自三代社
保卡开办以来， 涡阳农商银行积极
响应政府便民服务的号召， 高度重
视三代社保卡的换发工作， 将其作
为维护客户和推动各项效益的重要
抓手， 细化举措统筹推进三代社保
卡换发工作。

做好宣传，增强吸引力。 按照
政府工作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耕地补助等惠农资金将归集
至社保卡发放。 为此，涡阳农商银
行主动对接 ，利用村部 “村村通 ”
广播系统，向广大群众大力宣传三
代社保卡的功能及使用方法，提升
民众对社保卡功能的知晓率 。 同
时各营业网点通过 LED 显示屏 、
室内电视 、 海报 、 宣传折页等载
体，持续开展厅堂宣传 ，扎实做好
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的宣传与服
务。

做好服务，增强影响力。 涡阳
农商银行各乡镇网点 2022 年陆续
更新社保制卡机，安排专人逐日检
测发卡设备 ， 定期领取社保空白
卡，设备一旦出现异常及时联系厂

家维修 。 开通了 “即时制卡 ”绿色
服务窗口 ，实现了 “即时制卡 、立
等可取 ”， 切实解决办理社保卡
“跑路多”“耗时长 ”等问题 。 到村
部开设临时制卡窗口，现场为村民
更换三代社保卡，对于行动不便客
户，及时安排人员开展上门服务 ，
极大满足客户因挂失补卡、住院就
医、领取社保待遇等急需用卡的需
求 ，切实把 “一次办好卡 ”的工作
落到实处。

做好维护， 增强后续力。 牢固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不断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技
能， 有效提高客户满意度和社会美
誉度。利用代发社保卡的有利优势，
对前来办理社保卡的客户进行金融
产品组合营销， 深入挖掘客户金融
需求， 大力做好客户拓展和维护工
作。 持续推进三代社保卡的发放与
居民生活场景快速融合， 让卡拿在
手里，用在生活中，让客户真正享受
到生活服务“一卡通”。

截至目前， 涡阳农商银行三代
社保卡累计发卡 25.48 万张， 较年
初增加 15 万张。

杨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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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抗旱 天长行送贷到田头
“今年雨水少，地里干得快，我在

田里忙得走不开，天长农商行客户经
理了解情况后，在田边就帮我把贷款
办了。”近日，天长市张铺镇尚武村村
民陈从祥高兴地说。

陈从祥今年刚承包了 800 亩农
田从事水稻、小麦种植，一家人的经
济来源全靠这 800 亩农田的收成 。
可是连日来天长市持续高温干旱天

气， 对正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水稻影
响较大，易导致空秕粒增多、结实率
下降。 正在为抗旱资金发愁的陈从
祥心里十分焦急， 天长农商银行得
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调查，帮助
他通过手机银行申请 10 万元抗旱
贷款，当天就完成贷款资金发放。 陈
从祥用这笔贷款购买农药和水泵 ，
渡过难关。

入夏以来， 天长市持续干旱少
雨， 给农民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面对严峻的旱情，天长农商银行把抗
旱保收作为当前金融服务的重中之
重。

严密工作部署。 该行成立专班，
加强与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紧密
配合， 及时掌握抗旱的资金需求，开
辟“绿色通道”，优先支持地块补种、

抗旱保水、 病虫害防治等金融需求。
同时，深入摸排受旱情影响而无法按
期归还贷款的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
对旱情导致贷款归还困难的，采取展
期、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继续予以信
贷支持，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聚焦百姓需求。该行充分发挥贴
近农村、点多面广、人亲地熟的优势，
工作人员主动深入农户、 专业合作

社， 种植大户详细走访开展调查，详
细了解农业资金需求，有的放矢确定
信贷扶持重点， 制定信贷抗旱计划。
加快小额贷款、“金农农 e 贷”等业务
办理，畅通线上线下办贷渠道，优化
办贷程序，提高办贷效率。截至目前，
该行已向 330 户农户及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发放抗旱贷款 3285 万元。

（谢银林 陈玉璞）

来安行“四个一点”做大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 来安农商银行积极

调整业务结构，稳步推进业务转型，
重点在零售业务领域增户扩面、提
质增效，增强普惠小微信贷投放，以
金农易贷系列产品为切入点， 大力
拓展业务覆盖面，以“四个一点”做
实普惠金融。

产品新一点。 为全面贯彻“两稳
一保” 政策， 落实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 该行积极与各个担保公司开展
合作，为农业企业推出“来 e 贷”、为
个体工商户推出“个易云担”、为创
业人员推出“金农创业贷”、为家庭
农场和农业合作社推出 “劝耕贷”
等，以多种新产品、新业务，进一步
缓解各类涉农主体的融资难问题。
今年以来，新增办理“来 e 贷”26 笔，
总额 3260 万元；“个易云担”5 笔，总
额 430 万元；“金农创业贷”47 户，总
额 788 万元；“劝耕贷”116 笔， 总额

6505 万元， 并通过滁州金服平台完
成了 409 户个体工商户的入驻与融
资发布，金额 1.31 亿元。

营销准一点。 该行结合“金融服
务家家到”行动，针对本地电动车市
场、线下商超、烟草批发类、白酒经
销类、汊河建材市场等商圈，深入开
展“点对点”的精准营销，针对不同
客户的资金需求，该行采取“一户一
策”的服务模式，充分满足客户的个
性化资金需求。 同时对各个商圈的
上下游商户，进行对比授信，全面提
升零售类信贷产品的授信准确率及
贷款资金使用率。 今年为各个商圈
的个体工商户新增办理 “信 e 贷 ”
2770 户，总授信 4.5 亿元；为小微企
业、 个体工商户办理 “商 e 贷”416
户，较年初净增 180 户，授信 2.77 亿
元，较年初净增 1.52 亿元。

流程简一点。 为进一步落实全

省“一改两为”大会精神，该行进一
步简化信贷流程、优化金融服务，主
动对接政府各类大数据平台， 依托
省联社线上“信 e 贷”“商 e 贷”以及
线下易贷卡等优势产品，实现“数据
多跑腿，客户少走路”。 将之前 7 天
才能办好的抵押贷款缩短为 3 天 ，
将之前 2 天才能办好的个人贷款变
为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利率低一点。 为支持市场主体
复工复产，落实助企纾困政策，进一
步做好“优环境、稳经济”的金融服
务工作， 该行全面推行小微企业无
还本续贷。 进一步帮助小微企业适
应市场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 同
时主动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
业主体等开展减费让利， 全面下调
贷款利率。 目前，该行利率水平较去
年同期下降约 155 个 BP，累计让利
5588 万元。 许强 侍兵

金融活水浇灌葡萄香满园
时下 ， 正值葡萄成熟的季

节，绩溪徽红岭葡萄园里硕果累
累，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
枝头，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感谢
绩溪农商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
不仅成就我的个人事业，更为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注入金融活
水！ ”长安镇红岭蔬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祝起泽激动地
说道。

祝起泽种植葡萄已经 10
年，现种植葡萄 40 余亩，尽管这
些年来种植葡萄攒下了一部分
钱， 但随着葡萄园的不断投入，
还存在一部分资金缺口，这让祝
起泽犯了愁。 恰逢绩溪农商银行

开展“五进”走访活动，在得知祝
起泽的情况后，支行客户经理便
来到了他的葡萄园，经过现场调
查后，及时为他发放信用贷款 30
万元。

在长安镇， 像祝起泽这样发
展种植产业的人不在少数。 为进
一步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
度，切实做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绩溪农商银行结合“五进”走访活
动， 深入了解农村新型主体的发
展中的瓶颈和金融需求， 切实解
决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 融资贵
难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程瑾

上门服务解了客户烦心事
8 月 14 日下午 3 点多钟， 室外

温度已经高达 38℃， 东至农商银行
秋浦支行行长金芳接到柜员一通电
话后便叫上客户经理张道广， 拎起
公文包就走上被烈日炙烤的街头
……

原来， 当日下午秋浦支行柜面
来了一位朱姓的大姐， 她是前来给
她母亲办理社保卡密码激活业务
的。 柜员审核了朱大姐提供的资料
后便告诉她， 社保卡密码激活业务
是需要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

卡原件到银行柜面办理的， 这可急
坏了朱大姐：“我妈妈都 90 多岁了，
还长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
还等着卡里的钱给她买药呢， 这改
不了密码我怎么取钱啊， 能不能通
融一下，帮我办理一下啊？ ”

“朱大姐您先别着急，我们会尽
量帮您解决问题，让您取到钱的，像
您母亲这种情况我们会上门核实情
况， 由您母亲签署授权委托书您就
可以代为办理了”。 临柜人员耐心地
跟朱大姐解释， 并打电话给支行负

责人报告了相关情况， 于是便出现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大约 20 分钟后 ，金芳 、张道广
在朱大姐的带领下来到了她母亲的
病床前，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老人
也在授权委托书上按好了手印。 根
据朱大姐提供的资料， 柜面人员按
照流程为朱大姐办理好了社保卡代
理激活业务， 并为她支取了老奶奶
社保卡里的钱， 解决了朱大姐的烦
心事。

詹岑

“易贷卡”关键时刻帮了忙

“你们当初给我办的‘易贷卡’，
这次真成了‘及时雨’，用起来便捷
方便 ， 帮我渡过了难关 ， 太感谢
了！ ” 在灵璧县聚贤坊服装厂生产
车间， 王小东厂长满怀感激地向前
来贷后检查的灵璧农商银行龙山支
行客户经理说道。

今年 3 月份， 为了解决小微企
业、 商户受疫情影响带来的融资难
问题， 灵璧农商银行业务员主动进
企业、进商户、进社区营销“易贷卡”
产品。 客户经理多次上门给璧县聚
贤坊服装厂王小东推广“易贷卡”产
品。 一开始上门营销， 王小东说不
需要贷款资金支持， 经多次反复介
绍“易贷卡”贷款优势，用就付利息，
不用不付钱。王小东勉强同意办理，
当天给其授信 30 万“易贷卡”贷款

作为备用金，以备不时之需。 “易贷
卡” 是灵璧农商行推出的一款信贷
产品，“手指一点，贷款即时到账。 ”
形式灵活， 操作方便快捷深受广大
客户的青睐。 7 月底， 灵璧疫情结
束， 全面复工复产。 资金周转出现
了问题，王小东想起了“易贷卡”授
信的 30 万备用金，马上通过手机银
行启用了 30 万备用金，解决了流动
资金短缺， 保证了生产经营正常运
行。

当再次来到生产车间时， 映入
眼帘的是一台台整齐摆放的缝纫
机， 工人们热火朝天忙碌的身影。
一块块五颜六色布料在缝纫机的美
妙“哒哒哒”声中，不一会儿就成了
一件件崭新的衣裤。

任晓群

宁国行协助警方抓嫌犯
近日，宁国农商银行及时通过预

警系统识别异常交易，同时发挥银行
网点“第一道防线”作用，综合研判发
现 3 名涉嫌出租出售银行卡跑分团
伙， 第一时间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
并向公安机关精准推送可疑线索。通
过银警联动，协助公安机关成功抓获

3名买卖银行卡跑分团伙嫌疑人。
此次成功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涉

案人员， 得益于该行平日对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及“断卡”行动的高度重
视和日常培训。 自“断卡”行动开展
以来，该行“断卡”行动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健全上下、 内外联动的风险

处置工作机制，一是技防优先，以预
警机制为抓手，加快风险管控响应；
二是人防为本，以强化培训为牵引，
筑牢一线反诈防线；三是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银警联动效能， 主动作为
积极协助。

何文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