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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实力和形象的舞台
联系群众和客户的纽带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高翔 冯振涛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农行周口分行始
终以乡村振兴和县域金融领军银行为目

标定位，积极践行服务“三农”的历史使
命，采取“一三四”工作机制，全面推广农
户专享信贷产品———“惠农 e 贷”， 深耕
乡村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建立一支队伍，增强服务能力。 “惠
农 e 贷” 是农行专为广大农户量身打造
的一款便捷高效的线上贷款产品。 为全
面推广“惠农 e 贷”，零距离向广大群众
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 该行以青年员工
和业务骨干为主要成员， 在市分行和各
县支行分别成立了一支吃苦耐劳、 能力

突出的“惠农 e 贷”客户经理队伍，统一
工服、统一形象。

创立三种模式，提升服务质效。该行
围绕客户差异化金融需求，创立信用、担
保、抵押三种贷款模式，持续加大对农业
龙头企业、“一村一品”的信贷支持，提高
信贷资金适配性，提升服务质效，有效带
动农业上下游产业链健康发展， 引领乡
村产业振兴跑出加速度。

聚焦四道难题，显现惠农本色。该行
通过优化贷款流程、简化贷款手续、降低
贷款利率等， 有效破解了农户贷款手续
繁琐、期限较短、逾期较多和成本高等难
题，不仅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
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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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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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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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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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办客户须是农行
白名单客户； 2.年龄 18 周岁至 60 周岁，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信
用记录良好， 相关风险评级、 评分符合
农行系统设定的准入要求 ； 4.有合法 、
充足、 稳定的收入或资产， 具备偿还意
愿和偿还能力； 5.在境内有固定住所、
稳定工作单位、 稳定经营场所； 6.符合
农行反洗钱和制裁合规管理相关规定。

农行“乐分易”焕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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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这一次，超级大乐透品牌形
象由你定！目前，超级大乐透 15 周年“乐
透不止，创意由我”大乐透品牌口号及标
志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据介绍， 除了超级大乐透口号和标
志由你决定外，还有 10 亿元派奖炫酷起
航，再度为购彩者带来惊喜。

重新定义超级大乐透， 敢想就有可
能。 从目前征集到的作品看， 投稿者或
将潮范十足的元素融入到标志设计中，
增加了视觉冲击力， 或使用简单大气的
线条让标志易于识别， 醒目美观， 风格
各异。

口号设计既展现了游戏特点， 又富
有诗意浪漫， 大乐透品牌焕然一新， 充
满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
如今，活动仍在继续。 此次活动还结

合超级大乐透游戏规则设置奖项， 邀请
专业评审选出品牌口号获奖作品 35 件，
品牌标志获奖作品 12 件， 给予 1000 元
至 3000 元的超值电商卡奖励。

最终的超级大乐透口号和标志是怎

样呢？ 5 月 28 日，一起期待吧！

超级大乐透品牌形象征集活动火热进行

������近日， 天安人
寿周口中支利用海

报、 折页等方式向
市民宣传电信网络

诈骗知识， 并详细
讲解电信诈骗手段

及应对措施， 广泛
开展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活

动， 进一步履行保
险机构的社会责任

和义务， 为促进金
融业的健康发展和

社会稳定贡献力

量。
记者 徐如景 摄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近期，全市从严、从紧、从细、从快
落实各项防控举措。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
党委号召全员落实全市静态管理政策，
积极作为， 全力做好涉及疫情防控及民
生保障的资金清算与金融服务。

据介绍，5 月 6 日，待报解账户归集
税款等财政资金需要划转至国库， 但经
办人员因小区封控暂时无法办理， 中原
银行周口分行党委立即安排部署相关部

门联合行动，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 调配岗位人员， 优化
权限审批， 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资金
划转至国库。 当日， 同为国库代理行的
西城支行、 政区支行得知要紧急调拨防
疫物资资金时， 便克服困难， 按期完成
了财政防疫资金及时支付。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各网点虽然进入

静态管理， 但金融服务并无间歇， 电话
服务 24 小时在线， 手机银行 APP、 微
信银行等在线受理便民业务。 同时， 还
组织专人处理紧急业务及特殊业务， 通
过线上线下服务， 全方位保障各类客户
的金融需求。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全力保障疫情期间金融服务

农行周口分行金融“活水”流进农户“心田”

保险知识

������保险是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 ，但
许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如何运用保险来

防范风险，甚至还存在一些误区。
误区一：买了保险却没有理赔，等

于白花钱

在保险期内平安无事的人， 容易
产生“吃亏了”的想法。 保险的作用是
帮助降低风险事件带来的损失， 而非
为投保人带来收益。 一些保障期限为
一年的短期保险产品， 由于保险期限
短，很多消费者并不会产生理赔。 正是
有了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

承担责任， 消费者才能在为生活和事
业奋斗时无后顾之忧。 因此，保险消费
者应摒弃未理赔便是白花钱的观念，
将保险看作是自身风险管理的必要手

段，投保后应该继续做好风险防范，尽
最大努力避免发生风险事件。

误区二：身体好，用不着买保险
保险本身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

准备。 被保险人在身体健康时做好应
对风险挑战的准备， 就能在遭遇风险
事件时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如果被
保险人的身体已经不够健康， 保险公
司通常会拒绝承保， 或者将某些疾病
作为除外责任。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是
客观存在的， 消费者不应以当前身体
健康为由放弃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而应及早着手规划风险防范方案。

误区三：孩子有保险就行了
如果只给孩子投保， 而忽略了家中

“经济支柱”的风险保障，一旦家长或监
护人遭遇不测，孩子就会失去经济来源，
甚至孩子后续的保费都有断缴风险。 因

此不能忽略家长或监护人的保险。
家长投保后可以将保险的受益人

指定为子女， 这样能确保孩子得到最
充分的保障。 如果家长确实想给孩子
买保险，可以考虑在给孩子投保时，增
购投保人身故豁免后续保费附加险，
避免因投保人发生风险事件后， 孩子
的保险因保费断缴而失效。

误区四：买最便宜的保险最划算
有些投保人会花费大量时间去调

查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价格，然后选择
价格最低的保险产品来投保，其实保险
产品既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便宜越
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保险产品
的保障范围、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等因
素是无法通过比较保险产品的费率和

价格就可以准确了解的。
误区五： 把投资回报当成投保的

主要目的

有的人把保险当成了投资赚钱的

工具，片面追求投资回报，这其实是对
保险产品功能的误解。 保险是一种风
险防范的手段， 投资理财只是其中的
一种功能， 这种功能更像是帮助被保
险人做好财务安排， 其目的并非是获
取高收益。 即使是理财型寿险产品，也
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身故为给付条

件。 保障型寿险产品虽然没有可观的
投资回报率， 但为被保险人提供了较
充分的风险保障， 因此投保人应当树
立理性的投保观念。 （银保）

买了保险没有理赔不等于白花钱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近日，新华保险周口中支
迅速理赔客户 35 万元， 受到客户称
赞。

据介绍， 川汇区张女士 2015 年 9
月为本人购买新华保险健康无忧 C 款
重大疾病保险，保额为 10 万元。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1 月， 以丈夫作为投
保人， 又购买了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
险及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 （A1

款）， 并附加豁免保费重疾保险等险
种， 累计保额 30 万元。 2022 年 2 月
7 日， 张女士确诊为甲状腺癌， 在保
险代理人帮助下， 她拨打了 95567 报
案电话。 新华保险周口中支理赔部收
到报案信息， 第一时间联系客户并详
细告知理赔所需材料。

出院后， 张女士递交了重疾理赔
申请， 经审核， 符合保险合同恶性肿
瘤条款约定， 理赔金额 350165.50 元
迅速到账， 并豁免后续保费。

新华保险周口中支及时赔付客户 3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