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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地方银行金融扶贫责任和担当

海口农商行去年发放扶贫小额逾 575 万元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秦娇
近日，海口市金融办向海口农商银
行发来感谢信，对海口农商银行过去一
年积极支持参与海口市农民小额贷款和
扶贫小额贷款工作表示感谢。市金融办
在感谢信中表示“贵行在全市农民小额
贷款和扶贫小额贷款工作中积极主动，
成效显著。”据悉，2020 年，该行发放扶贫
小额贷款 575.52 万元、459 笔，占 2020 年
海口市新增扶贫贷款发放的 69.5%，是海
口市金融扶贫的主力军。
“天已经黑了，为了不占用我们的农
忙时间，海口农商行小额信贷员利用晚
上带着放款机上门发放扶贫贷款，真的
感谢又感动。”海口市东山镇东成村村民
李瑞琴感谢道。
小额信贷技术员晚上上门放款的故
事，只是海口农商银行关注“三农”、帮助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该行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三农”重点，竭
尽全力做实金融扶贫工作，成立“金融扶
贫党员先锋队”，对海口 24 个乡镇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进行了逐户走访调查，以“党
建+银行+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将
金融扶贫服务和产品送到田间地头，帮
助农民精准发展生产。2018 年，海口农
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为 50.28 亿元，2020
年 12 月涉农贷款余额 57.98 亿元，占总贷
款余额的 14.7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最大限度消
除疫情不利影响，海口农商银行出台抗
击疫情信贷服务八条措施，通过小额信
贷展期、延长贷款期限等措施持续保障
贫困户生产资金需求，全力帮助农户恢
复生产。为更好的贴进农民，服务“三
农”，近年来，海口农商银行始终坚持农

村金融基础设施和设备全覆盖。截至目
前，该行在海口市 24 个乡镇设立 66 家营
业网点、116 间街头巷尾的自助银行、238
个便民服务点，承担海口市城乡居民社
保代发工作和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代缴
业务，积极开展爱心帮扶活动，真正实现
了“便民服务点行政村全覆盖”，做到了
农民“贷款不出镇，还款不出村，存取款
不用到网点”的目标，打通了普惠金融的
“最后一公里”。
不仅如此，海口农商银行还积极践
行“ 消 费 扶 贫 ”模 式 ，设 立 了 海 南 省 首
个金融扶贫爱心超市，客户可线上线下
购买农产品，帮助解决销路难的问题。
此外，该行还发起扶贫集市，组织员工
积极参与爱心消费，总行食堂长期定点
采 购 贫 困 户 农 产 品 ，总 额 已 逾 30 万
元。正因海口农商银行在金融扶贫等

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海口农
商银行营业部和海口农商银行省府支
行均获评“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百佳网
点 —— 最 佳 社 会 责 任 特 殊 贡 献 网 点
奖”，成为全省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银
行机构。
“脱贫攻坚并不只是一句口号，也并
非一劳永逸。”海口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吴敏表示，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之年，下一步，海口农商银行定将一如既
往地扛起责任担当，将更多的金融资源
配置到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
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
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绘就海南自
贸港省会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贡献金融力
量。

心系基层暖人心 节前慰问鼓干劲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梁磊）为积
极抢抓旺季营销，
日前，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组
织辖内机构员工深入经营发展一线，对金融服
务客户情况进行摸排，
了解企业融资需求，
明晰
企业画像，
把控风险实现银行稳健发展。
走访过程中，该行信贷经理听取了服务企
业受疫情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和下一步工作计
划，并为客户送去喜庆的福字和春联，鼓励客
户积极推进转型发展，
争取牛年取得新成果。
在各网点，面对一年一度的“取新钱、包红
包、过大年”这一“盛况”，邮储银行海口市分行
不仅在现场安排了职工写春联送客户活动，同
时还要求各网点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

不断加强基层管理工作，充分调动人员积极
性；二是做好厅堂服务工作，尤其是做好老年
客群的服务工作；三是加强自助设备的维护检
查，发现设备损坏或出现故障的，及时上报，确
保自助设备正常运行。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会还检查了各支
行的职工小家，现场查看职工食堂，将员工的
关心关真正爱落于实处。鼓励今年不回家的
年轻职工到职工小家吃年夜饭，使干部职工都
能充分享受到企业的关怀与温暖，真正发挥职
工小家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作用，让职工们
真正有可依可靠的归属感，温馨和谐的幸福
感、舒适活跃的满足感。

农行海南分行和海南贸促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共同推动国际招商活动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傅碧珊 林慧）1 月 29 日，农行海南
分行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
南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南贸促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举办银
企座谈会。农行海南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吴金铎和海南贸促会会长
李志杰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农
行海南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帅
和海南贸促会副会长陈鸿亮等出席
签约仪式。
此次签订合作协议，是农行海
南分行与海南贸促会为更好地向企
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更多全
球投资者前来海南投资兴业的重要
举措，也是营造国际化、便利化、高
效服务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的市
场环境，共同推动海南内贸企业与
对外招商引资工作，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有力措施。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推动国际招商活动，力争为海南省
引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高端旅游、

高端医疗、高新技术等行业龙头企
业，全力引进外资支持海南重点项
目建设，推动海南省成为我国高水
平参与国际合作的生动范例。农行
海南分行将为海南贸促会下属海南
国际商会会员企业提供跨境电商小
额贸易融资、区块链融资、FT 跨境银
团、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FT 结售
汇交易等金融服务。
会后，双方进行友好洽谈，表示
将本着上下联动、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原则，
在海南贸促会组织开展的
各类中外合作交流洽谈会、
展会论坛
等经贸活动中，
共同为企业提供贸易
投资促进及金融服务等综合性服务，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为企
业发展及企业招商贡献力量。
期间，农行海南分行工作人员
分别向参会的企业宣讲《农行跨境
金融服务》和《农行小微企业特色融
资产品》服务方案，后续将为参会企
业提供资金结算和合理的融资需求
支持。

工作人员为客户送去福字和春联。
工作人员为客户送去福字和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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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东方九龙支行
暖心服务“候鸟”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安晶）近
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带着一封手写的
表扬信来到工行东方市九龙支行，口中不停
念叨“感谢！感谢！”。原来，老奶奶是一位
“候鸟”老人，曾在半个月前来到工行东方九
龙支行办理取款业务，
老人年事已高，
肢体残
障行动不便，语言表达也不够清晰，自觉为
难，但网点工作人员不仅给予了老人耐心周
到的服务，
让老人深受感动，
老人回去数日后
便给网点送来了这封表扬信。老人在信中表
示，
自己因肢体残障行动极其不便，
但每一次
到该网点总能得到工作人员细致周到的服
务，让她在这里有了宾至如归的归属感。字
里行间表达出对工行网点工作人员的深深谢
意，
以及对网点团队高质量服务的高度肯定。
2021 年 1 月 4 日，老奶奶来到工行东方
九龙支行，网点客户经理见到一脸不安的老
人，立即上前打招呼，第一时间安抚她的情
绪，并耐心倾听她的业务需求。得知老人是
因自己接收的短信提示与银行卡账户余额
不一致，认为卡内存款可能被盗刷，因而十
分紧张后，客户经理便热心引导老人到自助
智能机准备打印明细账单进行核对，但她所
持银行卡密码又因多次输入错误导致被锁，
而且该卡实为其配偶的卡。考虑到银行卡

密码重置业务必须是本人持证办理，客户经
理便将情况向网点负责人汇报。网点负责
人引导老奶奶到休息区，并送上一杯热茶。
了解到老人配偶因腿部疾病行动不便，无法
到银行办理业务后，网点负责人便及时安排
人员，带上便携智能设备上门为客户办理密
码重置业务，及时消除了老人存款可能被盗
刷的顾虑。
海南宜居的气候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
北方“候鸟”老人到海南岛过冬，东方市作为
全省第三大滨海城市，也吸引了大量的“候
鸟”人群。据悉，每年冬季到来，位于海南省
东方市东方大道的工行东方九龙支行便会
热闹起来。该网点是当地接待“候鸟”客户
较多的银行网点，网点为“候鸟”客户专门打
造的专属服务通道，连连获得“候鸟”客户的
点赞，
暖心服务行动持续上演。
“真情服务是银行唯一永恒且不会过时
的主题，一个温暖的微笑、一句亲切的问候、
一项专业的服务，一次雪中送炭的帮助都能
带给客户温馨的服务感受。”该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工行东方支行始终坚持“客户为尊，
服务如意；员工为本，诚信如一”的服务理
念，坚持把改善服务、提升品质放在重要位
置，
用心服务客户，
向社会传递“工行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