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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融知识拓宽扶贫渠道
邮储银行基层扶贫人吴小凤宣讲记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
“今晚邮储银行吴小凤老师，来村里宣讲金融知识
政策，有项目缺资金的都来听一听。”1 月 2 日，万宁市后
安镇红联村支书李光育听说吴小凤要来村里宣讲最新
的金融扶贫政策，早早的就通过村里的喇叭反复向村里
的乡亲宣传。
1 月 2 日是元旦首个工作日，邮储银行万宁市支行
信贷经理吴小凤又开始了新年的首场金融知识宣讲，热
烈的掌声，期待的眼神，成为邮储金融扶贫课堂上的常
态，也成为吴小凤义务宣讲的动力。
“到 2020 年只有 3 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
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 年后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这是今年习总书记新年寄语的一段话，也是
对邮储银行的嘱托，积极做好金融知识宣讲，乡亲们才
知道如何贷款致富。”基层信贷员吴小凤对自己的金融

知识有着深入的认识。
“最开心的事就是乡亲们通过我的宣讲，认识金融，
相信邮储，致富圆梦。”吴小凤与乡亲们共同分享着致富
圆梦的喜悦。自开展扶贫贷款夜校宣传讲座以来，海南
省分行以吴小凤为代表的基层邮储人，积极开展金融知
识宣讲不仅使邮储银行的扶贫贷款与农户资金需求得
到有效的对接，而且探索出了一条扶贫新举措。
“多亏邮储银行的 3 万元贷款，让我养上 3 头黄牛、
200 只鸭、200 只鸡，实现自力更生，现在只要是吴老师来
村里讲课，我每期都来。”海南省万宁市后安镇雨坛村陈
春杏说，由于老伴长年生病被列为贫困户，听了宣讲后，
他申请到 3 万元扶贫贷款，不仅脱了贫，每年还有近万元
的积蓄。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吴小凤始终把金融扶贫

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分公司
为黄流镇赤命村赠送 7 亿元保额意外险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黄虹）2 月 5 日晚，富
德生命人寿海南分公司在乐东县黄流镇举行“千亿保
障，保险下乡”活动，活动共计为黄流镇赤命村赠送约 7
亿元保额的意外伤害保险。
据悉，2017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海南西线高速
崖城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面
包车，追尾撞上正在路边作业的公路养护车，面包车严
重变形，损毁严重，造成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三人死
亡，一人重伤。此次交通事故的遇难者为乐东县黄流镇
居民，事故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倍感惋惜。庆幸的是，
由于受害人先前在富德生命人寿购买了意外伤害险，
125 万元的理赔款在短短数日内打到受益人账户，让家
属今后的生活有了着落，孩子也能继续接受良好的教
育，避免了一个普通家庭再次走向贫困的悲剧。
正是因为这次事故，富德生命人寿决定为黄流镇居
民赠送意外伤害险，让乡镇居民的生活更有保障，让意
外事故对生活的影响减少。活动中，被采访村民说道：
“平常就知道社保、医保、低保等等，对商业保险也不了
解。天气很冷，但是我们的心很暖，今天的‘千亿保障，

记者新春走基层

贴春联 挂灯笼 拉家常

海口农商银行
与贫困户同吃团圆饭

海南富德生命人寿为村民赠送保险。
保险下乡’活动不仅为我们带来每人 15 万元的意外伤害
保障，更让我们了解商业保险的作用。辛辛苦苦几十
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疾病和意外来临时，只有保险才能
让我们多一份保障。”
十九大召开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各级政府做好扶贫工作，巩
固扶贫的成果，用保险来守护老百姓的幸福。赤命村的
赠险活动仅仅是“千亿保障，保险下乡”项目的一个开
始，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分公司还将继续将保障传递。

招商银行推出聚合支付业务
本报讯 （记者 汪慧）上至连锁商超下至早餐摊位，
拿出手机扫码支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招商银
行海口分行积极参与到海口无现金城市建设，近日，该
行在出租车行业推广聚合支付，让老百姓乘车付款更便
捷、司机收款更安心。
招行海口分行表示，出租车作为市民短距离出行首
选交通工具，客流量大，交易频繁且以小额交易为主，然
而现金交易及找零极大影响了乘客和司机的体验。招
商银行聚合支付产品支持市场主流的二维码，乘客打开
手机，使用微信、支付宝、各家手机银行等 APP，可以直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秦娇）
“新房也盖起来
了，
两个小孩也先后顺利考上了大学，
海口农商银行还专门
派人来陪全家吃团圆饭。
”
春节前夕，
海口市东山镇东山村
委会村民王昭林一家喜气洋洋，
海口农商银行的帮扶团队
自带食材并亲手下厨烹制饭菜，
贴春联、
挂灯笼、
拉家常、
迎
新年，
在浓浓的年味中提前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因为文化水平低，一家人靠种菜取得的微薄收入
生活，贷款更是想都不敢想。”前几年，王昭林一家因学
致贫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同于之前的窘境，此时
的王昭林满带笑容。
“2015 年，海口农商银行小额信贷技
术员了解我家的情况后，细心的询问、耐心的讲解，消除
了我的疑虑，给我贷款 2 万元用于发展生产和修房子。
2015 年到 2017 年，我每年都在海口农商银行有贷款。每
逢节假日，小额信贷技术员都会来我家慰问。今年，还
特意自带食材来我家一起吃团圆饭，真是太谢谢了。
”
据了解，
海口农商银行坚持扎根农村，
聚焦县域和乡村
脱贫攻坚主战场，
在扶贫贷款发放中充当主力军。统计数
据显示，
截至去年底，
该行已为海口市1000多户贫困户发
放扶贫贷款2000多万，
赢得了众多贫困户的一致赞扬。

接支付乘车费，免于乘客和司机现金交易和找零的不
便，车费会自动进入到司机个人银行账户，并且司机可
以实时接收交易成功的语音播报，
随时查询账单。
招行二维码聚合支付申请办理流程简便。针对在
本地设有实体店铺且正常经营的商户，客户经理上门调
查通过后，向商户收取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法人招行
借记卡，并签署合作协议。
审核通过后，
招商银行在五个工作日内安排专业维护
人员上门布放二维码，
并对商户培训使用方法及账单查询
等。出租车及物流行业可通过其公司进行统一申请。

“工迎新春”工行网点节前不打烊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银行个人金融业
务办理步入高峰期，客户现金存取、汇款
转账、领卡换卡、账务查询、兑换新钞等业
务需求井喷式增长，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
近日，从工行海南省分行获悉，为满
足广大客户春节前夕的金融服务需求，该
行全面整合柜面、智能、网银三大服务渠
道资源，从即日起至 2 月 14 日，在全省推
出“工迎新春”服务活动，为广大客户提供
节前无休金融服务。该行全行 123 家网点
（海口国兴大道支行、政务中心支行、三亚

的责任扛在肩上。白天在网点开展窗口服务业务，夜晚
则披星戴月，行走在海南的山乡，为百姓宣讲金融知识，
带动贫困百姓致富。开展金融扶贫夜校 2 年来，吴小凤
共开展贷款宣传讲座 30 余场，参会群众达 6000 多人；发
送金融扶贫贷款知识短信宣传达 3000 条；微信群聊答疑
达 520 人次。在做好金融扶贫宣讲的同时，吴小凤还联
合乡、村两级干部组成调查队，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村
逐户摸底调查，全面掌握致贫原因、脱贫途径、贷款意愿
等信息，为加快扶贫贷款发放奠定了基础，成为海南万
宁市农村群众致富的“宣传员”和“及时雨”。
据了解，
吴小凤在基层任职 6 年来，
凭着扎实肯干、
认
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工作能力上得到领导的肯定，
无论是
工作业绩还是营销业绩，
始终排在万宁市支行前列，
多次
获得
“先进个人”
和
“一级支行内训师”
等荣誉称号。

亚龙湾支行、洋浦石华支行、东方富岛支
行除外）周末也不打烊，便于客户周末办
理业务。
据了解，该行全力调配人力资源，确
保配足服务人员，并对各种智能设备进行
了全面检查和维护，保证提供不间断服
务。与此同时，该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提供 7×24
小时金融服务，广大客户可以方便地办理
存取款、转账、汇款、手机充值以及缴纳公
用事业费等各类业务。
（陈明皓）

海口农商行员工和贫困户一起喜迎新年。
海口农商行员工和贫困户一起喜迎新年
。

建行
“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