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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业务创新转型 形成齐抓共管局面

向阳农行新增贷款近 9 亿元
荆门晚报讯（记者张道华 通
讯员孙辉 寇金忠 叶青） 今年以

来， 农行向阳支行主动提高政治
站位，高度重视信贷业务工作，采
取多种举措， 使贷款业务得到快
速发展。截至目前，该行今年新增
贷款 8.7 亿元， 其中大中型企业
新增贷款 8.36 亿元，普惠金融新
增贷款 3846 万元， 均居全市农
行首位。
该行利用各种会议、 集中培
训等机会， 加强对员工的政策传
导， 让大家明确支持地方经济既
是农行的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
也是加快业务转型、 提升市场竞
争力的有效路径， 引导全行员工
从“不想做、不会做”变为“主动

做、创新做”，将信贷业务做优、做
大、做强，努力营造全员营销金融
业务的浓厚氛围。
选派能力强、素质高、有责任
心的人员从事信贷业务， 成立涵
盖客户部、个贷中心、客户经理及
各网点主要负责人的金融营销优
质服务团队。同时，充分发挥自身
了解市场、贴近客户、熟悉同业的
优势，进区入户和深入企业，对客
户的金融需求展开调查， 从中筛
选、确定贷款对象，宣传推介金融
政策，介绍农行“微捷贷”“纳税 e
贷”等产品的优势和特点，有效对
接客户需求，实施精准营销。支行
“一把手”牵头抓总、各分管副行
长主抓落实，列出时间进度表、目

标客户清单和工作台账， 及时准
确掌握业务进度， 形成部门之间
各司其职、协调互动，全行上下齐
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以促进贷款
业务的有序推进。
与此同时， 该行还健全完善
业务考核激励机制， 在上级行考
核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奖罚力度，
加大对贷款增量计价份额， 充分
调动员工的营销积极性和主动
性；注重强化贷款业务督导力度，
加强上下联动， 帮助解决业务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加强产
品管理，优化业务流程，通过严把
客户准入关和贷后管理， 实现业
务发展和风险控制并重， 促进贷
款业务稳健有效发展。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 在全市上下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之
际，中信保诚人寿荆门中心支公司和龙泉街道白龙社区于 7
日联合举办的“舞动健康 舞动快乐”广场舞大赛在西山林
语小区广场顺利举行。
荆门晚报通讯员 林发明 摄

中行荆门分行助力脱贫攻坚

“中银农贷 1 号”扶持中药材种植
“
这是准备出口韩国、日本等 起的产业，往往是人误地一时，地
地的半夏袋装产品。 ”9 月 3 日， 误人一年。 8 月初，因购买半夏种
位于沙洋县沙洋镇三峡土家族村 苗资金不足， 向中行沙洋支行申
的沙洋县禾天下中药材种植专业 请贷款支持。”合作社法人黄鸣岚
合作社、 半夏种植生产队长黄江 说，没想到中行的服务这么快，一
林， 向中行荆门分行客户经理介 周时间贷款就到账了， 真是解了
绍半夏种植和销售情况。
燃眉之急呀！
沙洋县禾天下中药材种植专
“
得知此情况后，即刻找到合
业合作社是一家以中药材优良种 作社负责人了解情况，全面调研，
苗培育、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加工 实行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对接，
及销售为主的农业科技合作社。 全程跟踪，量身定制，简化工作和
“半夏是一种药用性质的经济作 审批流程， 以最快的速度， 运用
物，比起农作物种植，需要更多的 ‘中银农贷 1 号’贷款产品，对合
投入， 今年购买半夏种茎 7 万 作社给予 50 万元贷款支持，以
斤， 每斤单价 18 元， 共需资金 解决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中行
126 万元；8 月开始施底肥，包括 沙洋支行行长文明说， 该支行遵
复合肥和有机肥， 复合肥每亩需 照总行普惠金融政策精神， 回归
投 1500 斤，每吨 2000 元，有机 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围绕客户
肥投 50 斤， 单价每吨 3000 元。 的困难和问题提供金融服务，受
由于前期投入大， 导致流动资金 到了合作社的好评。
缺口大， 而农业种植是一个等不
“
脱贫攻坚，产业为先。”黄江

林说，近年来，合作社流转 1260
亩土地，种植半夏 780 亩，其它
种植农作物和蔬果，11—12 月份
是半夏收获季节。 一般都是雇请
周边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妇女挖半
夏，完成半夏的收获。参与临时务
工人员最多时每天达到 500 多
人，大多都是“两不愁三保障”的
脱贫户和贫困户，2 个月下来每
个劳动力可获得 5000 元—6000
元的收入， 这样基本解决了周边
村民来年的生产资料投入经费，
也是合作社带动脱贫攻坚的重要
手段。
黄鸣岚说， 有了中行信贷资
金的支持， 合作社流转无劳动能
力贫困户田块 107.99 亩，吸收周
边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分红，聘用、
培育基地贫困户担任管理员、技
工等，解决了 16 个贫困户就业，
（钱文美）
年均增收 5980 元。

农银人寿
速赔重疾保险金 15 万元
家住我市中心城区的 H 女
士 （化 姓） 于 2016 年 4 月和
2016 年 12 月，分别在农银人寿
荆门中心支公司投保农银附加
幸福相伴重大疾病保险、农银附
加同悦重大疾病保险，保额分别
为 5 万元、10 万元。
今年上半年，H 女士在单
位组织体检过程中，发现自己身
体的两侧甲状腺均长有包块。 7
月中旬，H 女士到荆门某医院住
院检查，后经医院确诊为甲状腺
恶性肿瘤。 经过医院手术治疗，
住院约两周后， 病情好转的 H
女士办理了出院手续。
农银人寿荆门中心支公司
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派出理赔

服务人员展开核实工作，并上报
湖北分公司。
经公司理赔服务人员核实，
H 女士本次报案出险的情况符
合公司保险条款关于恶性肿瘤
的约定。在农银人寿荆门中心支
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导下，H 女士
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向该公司
提交理赔申请， 经层层审核后，
该公司于 8 月 21 日将重大疾
病保险金共 15 万元转账至 H
女士的银行账户内。
收到理赔款后，H 女士专门
致电农银人寿荆门中心支公司，
感谢该公司的高效理赔和工作
人员的优质服务。
（陈昭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