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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用卡客户消费信贷需求的

多样化 !建设银行将消费信贷业务拓展

至小额现金领域 !满足了客户无法刷卡

消费时的信贷需求"

周口分行客户杨小姐临时在中秋

节前决定出国旅游 !需要现金兑换一些

外币 !以备不时之需 " 当她正在犹豫是

否要 #赎回 $一些理财产品时 !朋友向她

推荐了建设银行信用卡的现金分期业

务%

$我还真不知道信用卡可以支取现

金并且享受分期还款" & 杨小姐对建设

银行的这一新型分期业务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 按照
'

万元本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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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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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计算 !每月只需支付

"$$"

元 (手 续 费
$$"

元 和 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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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听完朋友的介绍!杨小姐当即按照

网站提示办理了现金分期业务 !申请款

项马上就打入了她的个人储蓄账户% 这

下既不用动用银行存款 !也不用问亲友

借钱欠人情了%

目前 !客户可通过建设银行善融商

务网站 '个人网银或前往建行各网点办

理现金分期业务 *同时 !无担保抵押 '无

须提供申请材料更是从形式上简化了

申请流程 *实时的申办结果跟踪保证客

户能够在第一时间知晓放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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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女人是十个月的皇后!建设银

行的购车分期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一

个月前!作为准妈妈的夏小姐考虑是否要

购置一辆家庭用车!方便自己和未来宝宝

出行% 正当她和先生为这大笔支出举棋不

定时!建设银行的购车分期为她解决了难

题% 一辆一汽大众速腾可以分
#%

期分期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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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总价! 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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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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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夏小姐一家只需支付
+*",

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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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外每月仅需支付
'!!$

元!避免

了对小夫妻日常生活带来过大额外压力!

同时还能即刻解决小家庭的出行难题%

与传统车贷业务不同!建设银行信用

卡购车分期业务通过引入合作厂商补贴!

承担全部或部分贷款利息! 从而让利客

户!真正实现了对客户#低(零)手续费&的

信贷承诺% 截至目前!在建设银行总总合

作的全国
'3

家知名汽车厂商中!

+/,

客户

享受了厂商手续费补贴的切实优惠!从而

降低了消费信贷的成本
4

提前实现了他们

的购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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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周口农行主动对接#周口崛

起方略&!认真研究新常态下支持地方发展

措施!大力倾斜资源!不断创新金融服务!

提升服务能力% 截至目前!该行各项贷款

余额
1/*0

亿元!累计投放
$3*2

亿元!有力

助推了周口经济发展%

全方位做好新常态下的服务对接% 明

确战略思路!工作有的放矢% 立足周口市

情行情!围绕网点'渠道'产品'服务等四个

方面制订出台+周口农行服务对接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要点,! 明确了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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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行

的服务重点!以及信贷支持企业客户和县

域#三农&客户的具体目标% 明确信贷业务

发展信贷新的支撑点% 重点支持先进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优

质客户*围绕核心客户价值链!商贸企业和

制造企业聚集圈!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和商

会集群!加大对优质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围绕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循序渐进'

分类指导!深化服务#三农&!全力服务好周

口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做好对重点客户

和项目的支持% 高度关注并积极介入全市

认真筛选市委市政府确立的
02$

个市级重

点项目!充分利用农行的信贷政策和产品

优势!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支持%

持续开展新常态下的营销服务活动%

实施#员工走出去'客户请进来&策略!推广

客户分类'产品分包'服务分层的#三分&营

销服务模式!开展各种营销活动% 对全市

重点项目和重点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配

备专职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的综合金

融服务% 对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和机构类

客户!推行#一揽子&综合服务% 对产业集

聚区客户!发挥农行#产业集聚区金融服务

站&优势!逐个了解入驻企业生产经营'产

品销售和资金需求等情况!适时提供金融

服务% 对辖属支行以文件形式下发市工信

局提供的全市
%///

家中小微企业营销目

录!实行指令性营销服务% 在农村区域!积

极开展集中连片服务#三农&的#整村推进&

工程!以全行
22

个营业网点和
$%

个#服务

三农工作站&为依托!对有产业支撑'信用

环境良好的行政村集中发放惠农卡和农户

小额贷款% 综合运用#随薪贷&'#新民居贷

款&'#住房按揭贷款&'#个人船舶抵押贷

款& 等产品! 做好对城乡居民个人生产经

营'个人消费的信贷支持%

不断完善新常态下的经营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专营机构平台% 设立
0

个小企

业金融服务中心'

0

个个人贷款中心'

00

个

产业集聚区金融服务站'

$%

个服务#三农&

工作站!深入推进了金穗#惠农通&工程!在

全市增设了
%'+2

个助农取款点!使战略服

务平台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服务面更广'

更深%进一步提高机制运作效能%优化审查

审批通道!对支行实行名单式授权'#一站

式&反馈!让客户#进得来'贷得到&*对农户

贷款!推广以惠农卡为依托的一次授信循

环使用的农户贷款模式!以及#一站式&小

企业简式快速贷款业务! 提高工作效率%

进一步加大对信贷业务的考核力度% 把

#三农&业务和信贷投放目标作为考核县支

行班子的重要指标!分业务条线完善制订

综合考评办法
4

设置年度服务目标和考评

标准!对小微企业和小额农户贷款建立考

核到户'责任到人的单独考评体系!实行农

户贷款计划完成#一票否决制&和企业信贷

投放落后#问责制&% !李联伟 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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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志新

#我和老兰
033/

年成了对门邻

居% 说起我们两家的事! 真是三天三

夜也说不完- & 家住川汇区荷花办事

处前王营社区
&

生活区(原周口地区

电厂南家属院)的孟卫民!说起和老邻

居兰青云
$"

年的邻里情 ! 内心很激

动%

今年
%$

岁的孟卫民和
%"

岁的兰

青云!几乎同时进入 #电厂 &工作 % 不

久! 两家人又成了对门邻居% 他们两

家时间长了和睦相处! 在外人眼里就

像一家人一样%

提起两家人做邻居的日子! 孟卫

民说得更多的是! 他和兰青云脾气相

投% 除了工作上的交流! 他们在生活

中相互帮衬!从来不求回报% #我老家

人口多!日子过得紧张% 每月发工资!

我留下一部分生活费! 把剩余的钱寄

回老家% &孟卫民说 !#那时我的日子

过得并不宽裕 ! 我经常舍不得吃 '舍

不得穿% 一年冬至!因为手头紧!连几

斤肉我都舍不得买给孩子吃% 兰青云

知道后 !背着我偷偷地从菜市场买了

几斤肉送到我家中!我至今难忘% &

生活中 !孟卫民也会事事想着兰

青云 !每次他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都

会送到兰青云家一些% 孟卫民家改善

生活时 !也会把一些好吃的送到兰青

云家中% 谁家若是有事需要把孩子放

在对方家中 !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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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去了!这点点滴滴

小事!让两家越来越亲!越来越和睦%

更让孟卫民和兰青云高兴的是 !

他们邻里之间的和睦友爱 !让两家的

孩子看在眼中记在心里 !父母之间的

邻里情也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人%

兰青云的女儿兰明霞 !在市区一

家医院上班% 孟卫民夫妇谁的身体不

舒服 ! 兰明霞都会主动为他们诊治 !

对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今

年春节前 !孟卫民的老伴由于操劳过

度 !头昏脑涨 !浑身无力 !吃不下饭 %

兰明霞知道后 !拿着血压计为老人量

血压 % 得知老人患有高血压 !她又为

老人买来降压药% 她平时经常跑去询

问老人的身体状况 !这让孟卫民老两

口感动不已%

如今!孟卫民和兰青云都有个十多

岁的孙子! 两个孩子也是亲密无间!从

小就知道分享彼此的玩具%如果两个孩

子碰到一起!吃住玩几乎都在一起% #我

和老兰之间的邻里情不用多说什么%如

今!我们两家的孩子和他们邻居之间的

相处!也和我们一样和睦% &孟卫民乐呵

呵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