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农行周口分行加快“惠农 e 贷”投放，抢抓贷
款规模，围绕街区商户、市场等扎实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为小微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做好资金支持，用行动收获
了客户的满意和感动。图一为 1 月 13 日，农行周口分行
火车站分理处工作人员在车爵士维修养护门店为客户

办理线上业务。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刘海滨 摄

近日，农行周口分行主动作为，强化担当，加强金融
服务保障，全面助力疫情防控，做到疫情防控和主责主
业“两不误”，用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图二为 1 月 13
日， 农行周口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指导客户做信息登
记。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张继平 顾少华 摄

近日，农行周口分行充分发挥线上业务“非接触式”
优势，大力宣传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在金融、生活等方面
的强大支撑，积极引导客户使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以
及其他“无接触”非现金支付服务方式，办理支付结算业
务，辅导广大客户特殊时期使用农行掌上银行自助办理
业务，为客户提供精准度高、体验性好的暖心优质服务。
图三为 1 月 14 日， 农行周口分行颖河支行工作人员向
客户宣传线上业务。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张松柏 石艳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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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乐分易焕新上线
农行送您牛牛的祝福

一、产品简介
乐分易是中国农业银行采集内

外部数据，对有日常大额消费信贷需
求的客户授予的一般分期额度，客户
成功办理后可使用分期资金在指定

类型的商户消费的分期付款产品。
日常大额消费，是指符合信用卡

透支消费规则，用于购买大额耐用消
费品、婚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健
康等用途的消费。

二、产品特点
（一） 乐分易额度的使用方式为

不可循环使用，额度最高为 30 万元。
（二） 乐分易的分期期限最长不

超过 5 年（60 期）。 具体分期期数、对
应的分期手续费率、手续费收取方式
等产品信息请咨询营业网点或者农

行信用卡客服电话 4006695599。

（三） 该产品仅限用于日常大额
消费， 包括购买大额耐用消费品、婚
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健康等。

三、申办条件
（一） 申办客户须是农行白名单

客户。
（二）年龄在 18 周岁至 60 周岁之

间，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

（三）信用记录良好，相关风险评
级、评分符合我行系统设定的准入要
求。

（四）有合法 、充足 、稳定的收入
或资产，具备偿还意愿和偿还能力。

（五 ）在境内有固定住所 ，或稳
定工作单位，或稳定经营场所。

（六） 符合我行反洗钱和制裁合
规管理相关规定。

������一、活动时间
2021 年 8 月 6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二、活动对象
农行信用卡 ETC 客户， 即使

用农行信用卡 （包括 ETC信用卡
和其他信用卡）直接绑定 OBU 设
备的客户，通过第三方交易渠道绑
定农行卡扣费的客户暂不参与。
三、活动规则
农行信用卡客户注册并登录

农业银行信用卡小程序， 每月可
使用 6 积分兑换 ETC 通行优惠
券。 优惠券有效期内，持卡人使用
名下农行信用卡绑定 OBU 设备，
支付 ETC 通行费，享受笔笔返刷
卡金优惠（每月设优惠限额 ,上限
最高为 25 元）。 每人每月限领一
张券， 优惠券每月限量 25 万张，
先到先得。

详情请咨询农行各营业网点

聚焦重点领域 助力乡村振兴

农行周口分行贷款净投放 48.7亿元 再创历史纪录
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程

飞帆 张继平）2021 年，农行周口分行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工作
部署，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振兴
为己任，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信贷流程，
各项贷款净投放 48.7 亿元， 贷款投放
金额再创历史纪录，助推我市经济高质
量快速发展。

提升服务质效，聚焦重点领域。 该
行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
持下，围绕全市发展战略，强化责任，勇
于担当，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一是
获批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 40
亿元，获批中冶天工高铁片区建设项目
贷款 9.37 亿元。 二是服务临港建设发

展。按照我市建设“中原港城”的城市规
划和临港经济城市定位，主动对接辖内
航道治理和水系改造建设项目，获批沙
颍河航道升级改造和中原环保周口市

中心城区水系治理 PPP 项目等贷款
11.4 亿元。 三是服务民生工程。 倾力支
持沈丘县农村教师保障房、鹿邑县银龙
水务水厂、 项城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鹿
邑风电和辖内交通路网建设等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四是服务教育产业发
展。 先后向周口师范学院、淮阳一高等
投放贷款 1 亿元。

围绕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该行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

决策部署，落实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

金融扶贫的有关部署，把金融扶贫作为
服务“三农”的着力点，围绕辖内各县、
市地方特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
大力发展“惠农 e贷”。 全面对接我市蔬
菜种植 、渔网生产 、板材加工 、商超经
营、粮食购销等地方特色经济，推进农
户信息建档工作，解决农民“融资难”问
题，为农户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充足的信
贷资金支持。 二是助力保障种子安全。
积极对接黄泛区实业集团、地神种业等
种子培育和粮食生产龙头企业，实时提
供信贷支持。 三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围绕县域水、电、气、路、学校、医院、养老
产业等民生工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六稳”“六

保”。该行积极发挥职能优势，切实为企
业解忧纾困，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中
小微企业金融政策和产品推介对接，不
断将金融政策宣传向更深更广更高层

面拓展，进一步提升中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质量和效果，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
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一是大力支持
普惠型小微企业发展。全方位对接辖内
小微企业，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拓宽
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增强小微企业信贷
资金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二是全力支
持疫情防控。充分满足医用和生活物资
领域的资金需求，主动向医院和抗疫保
农企业发放贷款，为我市疫情防控贡献
金融力量。

农行周口分行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张留

厂 冯振涛）近日，农行周口分行为落实总
行、省行《关于认真开好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认
真开好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领会精神实质。该行按照农行总行、
省行 《关于认真开好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要求，践行时代使命，厚植
为民情怀，敢于担当作为，团结带领全行
干部员工加快建设服务乡村振兴领军银

行、服务实体经济主力银行，以坚定自觉
走好新的赶考路为主题开好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打牢思想基础。该行明确党史学习教

育的目标要求，创新形式，教育引导全体
党员深入学习上级指示精神， 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增强自觉，把学习党史同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
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为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
查摆突出问题。 该行聚焦民主生活

会主题 ，按照 “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和“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目标要求，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
入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发扬自我革命
精神 ，认真进行党性分析 ，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坚
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确保
步调一致向前进 ； 进一步树立居安思
危、知危图安的风险意识，坚定信心、保
持定力 、勇毅前行 ；深刻认识党的宗旨
性质，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落实 “六稳”“六保”
任务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能力的实效上来，努力推动农行
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

多农行力量。

农行沈丘支行赵德营分理处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王超

安小川） 农行沈丘支行赵德营分理处始
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近日，该分理处为
一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在当地传为佳话。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 一位老人匆匆
来到农行赵德营分理处。 老人称家中老
伴因病瘫痪卧床， 无法前往营业网点为
养老金卡解锁，无奈之下，老人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向该行求助。

客户面前无小事。 农行赵德营分理
处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 第一时间召
集相关工作人员，研究上门服务方案。尽

管当时正值办业务的高峰时间， 可该分
理处毅然派工作人员前往老人家中，帮
助老人解锁养老金卡。到了老人家中，工
作人员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便将老人的
养老金卡成功解锁， 解了老人的燃眉之
急。临走之际，老人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
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工作人员又叮嘱
其今后如再遇见银行卡有问题， 不要着
急，农行会派人第一时间来家里解决。

这次行动这只是农行赵德营分理处

上门服务的一个缩影， 旨在实实在在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事、送温暖，用合规和
人性化的结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彰显了
农行的责任与担当。

农行扶沟支行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陈怀

立 马佳璐）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农
行扶沟支行党委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认真组织开展，坚
持学党史与悟思想融会贯通、办实事与
开新局同向发力，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努力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进该行高质量发展的不竭

动力。
丰富学习形式。 该行结合“三会一

课”制度，以党委理论中心组“带头学”、
支部党员大会“集中学”、党员个人“自

主学”的方式，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该行共举行 4 次党史专题集中学
习研讨会 、7 次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议，并为全行党员干部购买党史学习书
籍、晨会时间学习《党史故事 100 讲》、
线上开展“党史知识闯关”等活动，真正
让学史“活”起来。

弘扬爱国精神 。该行组织员工观
看红色纪录片 ， 到烈士陵园和吉鸿
昌将军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 ，重温入党誓词 ，共同品味 “信仰

的味道 ”，传承 “真理的火炬 ”；结合
青年员工群体特点 ，组织 “永远跟党
走 ”演讲比赛 、红色经典诵读比赛 、
党史知识竞赛 、录制短视频等活动 ，
弘扬爱国精神和青春正能量 ， 坚定
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不断把党史学
习教育引向深入 。

履行社会责任 。该行将红色精神
转化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优良品格和

生动实践 。 7 月份以来 ，扶沟县先后
经历了防汛救灾 、 疫情防控等突发
事件 ， 该行第一时间组建党员先锋

队值守堤坝 、抢卸物资 、爱心捐款 、
疫情值守 、为群众采购生活物资等 ，
用实际行动彰显农行大爱 ；将 “我为
群众办实事 ”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切入点和落脚点 ， 全年为特殊群体
上门服务累计 20 余次 ， 为一线员工
添置饮水机 、消毒柜等生活设备 ，为
员工办好小事实事 ， 为群众解决急
难愁盼 ，为弱势群众传递温暖 。 该行
以 “五大建设 ”为特色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 严实的党建作风和工作成效
获得上级行的肯定 。

������近日，农行周口分行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科学谋划，每日
不定时对营业大厅进行消毒，并安排专门人员对客户进行体温测量，提醒客户佩戴口
罩办理业务并对日常设备和现金进行消毒，确保疫情防控无死角。 图为工作人员对日
常设备进行消毒。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冯振涛 程飞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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