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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营销记

“扶”出的龙头
——海南昌江县支行打造创业新星记 

鑫龙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剑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
公司能上央视。作为邮储银行海
南省分行推荐的优秀企业，鑫龙
海公司登上了央视财经频道由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的《创
业英雄汇》栏目。鑫龙海公司是
一家成立仅四年的民营企业，是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招商引资
企业，落地昌江县循环经济工业
示范园区，以塑料丝绳及编织品
和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包装装潢
印刷品制造与销售为主，在邮储
银行昌江县支行的大力扶持下，
一跃成为全省的龙头企业，在不
断扩大规模、壮大发展的同时扶
助贫困、残障人员，走出了一条
和谐发展之路。

抓商机助发展

创 业 之 初， 应 昌 江 县 招 商
引资之约，朱剑飞曾多次到昌江
考察。他发现有“水泥之都”美
誉的昌江县是海南省最大的水泥
生产基地，每年水泥厂生产有几
百万吨的产量，有上亿个水泥包
装袋的需求量，此前主要靠从苏

浙一带采购，要经过海运，成本
很高。看到了这个商机，他决定
在昌江选址建一个生产水泥包装
袋的工厂。建厂需要资金，为此，
他找到了当地多家银行提出贷款
要求，却无功而返。执着的他找
到了昌江县支行，没想到昌江县
支行的负责人当场便安排信贷员
上门考察。通过考察及对项目的
前景等进行分析后，昌江县支行
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审批并发
放贷款 200 万元，解决了公司创
建时的燃眉之急。

朱 剑 飞 从 苏 浙 引 进 先 进 技
术和设备将厂子建立起来，并在
2014 年 底 实 现 了 第 一 条 生 产 线
试投产。他们厂生产的水泥包装
袋质优价廉，很快占领市场，至
2017 年 营 业 额 达 到 3800 万 元，
实现利润总额 432 万元，纳税额
672 万元，成为昌江县民营企业
的利税大户。鑫龙海公司还根据
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种类，开发农
业地膜喷带、香蕉套袋等产品，
除了供应昌江县本地外，还发往
省内的澄迈、乐东、儋州、东方、
白沙、屯昌、琼海等县。

据昌江县支行副行长吴秀介
绍，近年来，昌江县支行在信贷
规模紧张的情况下，重点支持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在昌江县支行的大力帮助
下，鑫龙海公司不断快速发展壮
大。

帮扶困难人群

朱剑飞凭借敢想敢干的胆识
和智慧，在昌江县支行的支持下，
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和顽强奋斗，
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认为扶贫
助弱是一个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
责任，为此公司秉承“壮大自己，
回报社会”的宗旨，根据海南省“百
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提质增效行动”
要求，积极对接贫困户和社会弱
势群体再就业，帮扶贫困群众同
时招收残疾员工，为他们全额缴
纳五项社会保险。据朱剑飞介绍，
公司现有员工 120 人，其中残疾
人员 35 人。厂里为他们盖起了四
层楼的员工宿舍免费住宿，一楼
是员工食堂，为了照顾大家的生
活，厂里将行动不便的残疾员工
都安排在二楼居住。结束了车间

里的忙碌，工人们回到空调房里
享受清凉，厂里一视同仁的待遇
让很多工人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
的家。

在车间里正动作娴熟地折着
水泥袋的工人颜小英，是附近的
乌烈镇人，因小儿麻痹症致残，
之前和老公在家里种地。2014 年
她看到了鑫龙海公司的招工广告，
于是过来工作，她从事的是计件
工作，因为动作麻利，做得又快
又好，她每个月能挣到 3000 多元
的工资。她的大儿子也在厂里上
班，每个月能挣到 2000 多元。如
今他的儿子已经成家，本想让她
在家里帮忙带孙子，但她不愿意
离开工厂。通过支持能人创业，
邮储银行金融助力小微企业给这
些残障人士带去的不仅是就业机
会和劳动收入，更是一份尊严。

提到将来的发展，朱剑飞表
示，目前公司有 6300 多平方米的
厂房，二期厂房生产线工程建设
已启动，新建的 8000 多平方米的
厂房正在紧张施工中，共规划三
条塑料编织品生产线，全面投产
后，年产值可达 1 亿多元人民币，

计划吸纳员工 300 人，其中残疾
员工 100 多人。实践目标定位，
争取产值翻番，在用工方面继续
帮扶就业困难人士。

建塑料制品厂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环保问题，从建厂之初朱剑
飞就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要务来
做，他们在建厂的同时注重环保
设施同步到位。一方面加大投入，
加快主产品第二、第三条生产线
建设，另一方面成立海南新津农
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朝着零排放、高附加值、
低能耗的项目和废旧塑料回收利
用深度加工进行转型升级，实现
回收循环利用增值。昌江县之前
也有几家同类企业，但由于环保
不达标纷纷关停，如今的鑫龙海
公司成为全省唯一的环保达标塑
料制品企业，优势明显，前景宽广。

 □梁磊

绿色金融

湖州市分行借力“绿贷通”
本报讯  邮储银行浙江省湖州市分行日前依托小微企业在线

融资对接平台“绿贷通”，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截至 8
月 24 日，湖州市分行已在“绿贷通”平台的“信贷超市”共发布
9 款信贷产品，其中 5 款绿色信贷、2 款小微企业贷产品，并在持
续更新上线绿色产品。

据悉，“绿贷通”平台由湖州市政府发起，融合“金融 + 互
联网 + 大数据”，实现企业“一站式”发布融资需求。信贷产品
的汇总展示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深入了解银行信贷产品的渠道，也
为银行提供了信贷产品宣传平台。湖州市分行员工在走访存量信
贷客户及拓展新客户时，加大“绿贷通”平台推广力度，积极宣
传平台在线融资的便捷性及自主性，对意向客户进行一对一专业
指导，注重提升客户体验。

自 5 月 3 日“绿贷通”试运行以来，截至目前，该分行已成
功引导 92 家绿色企业在“绿贷通”平台上进行注册、发布融资需
求，累计授信达 7000 万元。 □管史璇

轻型网点

武汉市分行首家开业
本报讯  邮储银行湖北省武汉市分行首家轻型网点——青宜居

支行日前正式开业。
该支行以智能设备为主体，辅以三名专职的服务人员，将线

下业务转为线上服务，积极打造智慧银行、线上银行，引导客户
逐步过渡到使用自助设备以及电子渠道，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
高效的金融服务。引导客户逐步使用智能自助设备，可以缩短客
户办理业务时间，提升客户体验。

武汉市分行坚持高起点起步、高标准管理、高质量运行，为
客户提供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力争把青宜居支
行打造成为精品轻型网点，并通过以点带面加快网点转型步伐，
加强渠道建设创新探索，不断提升邮储银行网点的服务能力和价
值创造能力。 □王莉

代收学费

江都区支行启用线上平台
本报讯  邮储银行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支行日前在“江苏省

江都中学学生学费收取”项目中启用 O2O 线上缴费平台，累计
为 1014 名高一新生办理了学费线上缴费，金额合计近 55 万元，
并逐户开通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

江都中学和当地财政局同意利用江都区支行 O2O 线上缴费
平台收缴高一新生学费，并由江都区支行 8 个线下网点承担学生
开卡、网银和手机银行开通等工作，现场指导学生使用卡片完成
缴费工作。截至 8 月 31 日，该收费项目成功完成，江都区支行便
捷周到的服务得到了校方和学生家长的高度评价。下一步，江都
区支行将把该线上缴费平台向开展“学校收费”业务的支行进行
推广，以扩大合作范围，做大该类项目负债业务规模。 □冯鲁闽

花椒香  邮情浓
——重庆市江津区分公司服务地方特色经济发展记

走进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
阵阵椒麻的清新味道便扑鼻而来。

天下百味，花椒为王。作为
“中国花椒之乡”，重庆江津迄
今已有六七百年种植花椒的历史。
10 万椒农在 50 万亩土地上辛勤
耕耘，花椒年产值超过 30 亿元，
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 1/4，占全
国青花椒市场的 70%。立足于服
务地方特色经济发展，今年夏天，
江津区邮政分公司以“江津花椒
名天下，邮政服务零距离”为主题，
开展花椒专项营销活动，在利农
惠农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以储
蓄余额为主的一系列邮政业务发
展。截至 8 月底，江津区分公司
本年新增储蓄存款 12.2 亿元，位
列全市县（区）分公司第一位。

出发——全体总动员

“一年一度的花椒采摘季又
来了，现特向各部门成员发起帮
扶召集令，请有意愿参加的同志
们踊跃报名！江津特色经济，期
待你助力！”6 月 1 日，一则“征
集令”在江津区分公司职能部室
员工微信群中发出，群里一下炸
开了锅。

“起初还有些忐忑，毕竟是
在大家都已经很忙的基础上额外
增加工作，还要大量占用业余时
间。”市场部主任陈举维紧接着

话锋一转，一脸笑意地说，“可
没想到大家这么给力，除了财务
这类特殊岗位，所有职能部室的
人员全都报名了！”

在江津，服务辖区内涉及花
椒产业的邮政网点有 26 个，分布
在 7 个支局。于是，41 名志愿者
被分成了 7 个组，和支局员工一
起组成“花椒小分队”。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
无论是在花椒地里，还是椒农家
中，抑或是农贸市场，总能看到
邮政人忙碌的身影。他们对花椒
种植户及花椒收购商进行全面走
访排查及市场调研，收集花椒种
植规模、预估产量、预计产值等
信息。

先锋镇是江津花椒产业的重
镇，占到全区产值的近一半。在
成员们的努力下，先锋支局“花
椒小分队”平均每天带回 30 户椒
农的走访信息，再由理财经理进
行电访跟踪，而每一位客户至少
电话回访三次。

随后，各小分队以村为划分，
建立客户微信群，保证“一村一
群”，妥妥地将电脑上的“村社
建档”搬到了手机上，其中人数
最多的一个客户群有 187 人。

“最需要的就是防刺手套、
喷药工具，还有寻找采摘帮手、
了解市场实时信息。”所谓“知

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江津区
分公司金融业务部丁巧说，通过
逐户走访、开院坝会，“花椒小
分队”对椒农的金融及其他需求
作了全面了解，并建立起椒农信
息数据库，为后续的宣传营销工
作做足了准备。

老乡——邮政来帮忙

5 月 25 日，是江津区政府确
定启动花椒采摘的时日。车辆一
驶进先锋镇，首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促进椒农持续增收”的大幅
广告牌，整个镇上都弥漫着丰收
的气息。

伴随着采摘工作的全面开启，
江津邮政员工也全力投入这场“硬
仗”。花椒地里，一个个印有“邮
政服务三农，振兴乡村经济”的
绿色遮阳伞竞相“绽放”；贴着“江
津花椒名天下，邮政服务零距离”
标语、缓缓驶在乡间的邮政服务
车也格外吸引眼球。

“邮政又来给大家送水送手
套了哟！”透过扩音喇叭，先锋
支局“花椒小分队”队长涂金宏
的吆喝声回荡在田野上空。见到
花椒地里有正在采摘的椒农，服
务车便停下来，员工们搬的搬、
抬的抬，为椒农送上采摘用品。

遇上确有需要帮忙的椒农，
大伙儿直接戴上手套就上阵剪枝，

一边劳作，一边跟椒农聊天。“怎
么用手机银行转账，怎么用支付
宝或微信绑定邮储绿卡收取花椒
款，在花椒地里，我们一个个手
把手地教椒农。”先锋支局局长
黄光菊说。

白天，“花椒小分队”到花
椒地里帮忙采摘、宣传业务，傍
晚又赶到农贸市场“蹲点”。他
们一边对排队等候的椒农开展集
中宣传，一边协助收购商为椒农
提供周到服务，同时还向收购商
宣传手机银行、快捷支付等专项
产品。

最让椒农们称道的是，每天
早上 8 点和晚上 6 点这两个时间
点，他们都会准时在微信群里收
到江津邮政发送的当日花椒收购
价格。这样一来，便能及时了解
行情，让花椒卖个好价钱。

丰收——联动出效益

花椒地里忙得热火朝天，邮
政营业厅里也是人流如织。为方
便椒农们办理存款业务，各网点
专门开设了“椒农绿色服务专窗”，
并安排专人做好厅堂服务。每天，
网点员工还会根据前期收集的椒
农信息一一进行电话回访，告知
邮政会送服务到田间地头，同时
也向其介绍针对椒农特别开展的
厅堂特色活动。

早在设定营销方案之初，江
津区分公司就发挥邮政特有优势，
制定了业务联动举措，包括专门
针对椒农开展的家电专场、农资
订购专场、保险专场等，用差异
化服务吸引客户。

当下，采摘季已过，经过采
摘剪枝的花椒树也都长出了新枝，
为明年的丰收蓄势。而来年能不
能有一个好收成，关键在“收老”，
即控制花椒枝快速生长、让枝条
老化的环节。这些时日，投递员
涂绪华每天都奔赴花椒种植地，
挨家挨户地关注“收老”情况。
涂绪华服务的农户有近 1000 户，
个人年销售化肥约 400 吨。

“江津的花椒产业做起来了，
好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种植花
椒，技术上有不足，我能帮一些
就帮一些，不然可就是毁一年的
收成啊！”涂绪华说。

如涂绪华一般，众多江津邮政
人也并未停下脚步，一如既往地走
访、送农技知识下乡、提供零距离
服务、满足椒农们的需求，始终如
一地践行着“邮政好助手”的角色
担当。� □李平��谭裕梅��蒲凤梅

金融宣传入村

邮储银行安徽省灵璧
县冯庙镇支行工作人员日前
走进乡村向农户发放宣传手
册，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并
现场讲解假币的特征，对当
地老百姓面对面服务、心贴
心宣传，得到村民的积极响
应。此次宣传活动使更多的
群众掌握了识别真假人民币
的知识，帮助村民了解假币
的基本特征，认识假币的危
害性，提高了群众的反假能
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 □马晓檬��摄影报道

（上接第 1 版）
在城市，宁夏区分行主动服务社区商圈，创新推出了“零售金融

生态圈”，努力打造本地化银商联盟服务平台，实现“四位一体”的发
展模式，即以零售金融生态圈为平台，创富卡为载体，实现政府、客户、
商户、银行四方共赢模式，以支行为中心，联络周边非金融资源，为客
户提供涵盖“衣、食、住、行、游、学、乐、康、儿、美”等全方位的差异化、
个性化服务，真正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零售服务理念。

随着宁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消费和旅游支付需求快速增
长。为助力宁夏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宁夏区分行首次发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美丽宁夏旅游信用卡”。该卡承载全国旅游资源，
可享受全国旅游专属优惠权益，极大地提升了客户体验。

针对小微商户和企业融资难问题，宁夏区分行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开发了政银保、税贷通、医院贷等十余种新产
品；与阳光财险、宁夏股权交易中心联合打造“股贷保”贷款产品，扎
实服务新三板小微企业。截至 6 月末，宁夏区分行累计发放小额贷
款 157 亿元、个人商务贷款近 65 亿元，有效缓解了全区 3 万户商户、
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的难题，成为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

真情服务“三农”   推进金融精准扶贫

近年来，宁夏区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
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大力发挥普惠金融特色优势，立足宁夏实际，
不断深化改革，推动“三农”金融服务不断升级，有力支持了贫困地
区脱贫。

宁夏区分行以“好借好还”小额贷款、“惠农易贷”等产品为抓
手，立足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找准金融扶贫的切入点，精准对接特
色产业，以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为代表，通过“产业引领 +
能人带动 + 金融帮扶”，构建了“银行 + 致富能人 / 合作社 + 农户”
的“蔡川模式”，解决了贫困农户“缺资金、缺产业、缺技术、缺抵押
物”问题。从 2008 年 14 户、17 万元贷款开始，该分行累计发放贷
款超过 2922 笔、1.16 亿元，贫困户信贷获得率超过 80%，帮助蔡川
村 253 户、1238 人实现脱贫，蔡川村于 2016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销
号。同时，该分行的产业扶贫还辐射到附近两个村，为村民建立了
行之有效的信用评级，实现了“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真致富”。

截至 6 月末，宁夏区分行累计在全区 9 个贫困县（区）投放小
额贷款超过 70 亿元，尤其是 2015 年中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
近 3 年年均增速达 28%，高于分行贷款平均增速，贫困户贷款增速
高于农户贷款增速。目前，“蔡川模式”已在全区 503 个行政村推广，
2018 年上半年新发放扶贫小贷 3.19 亿元，完成自治区下达扶贫任
务的 53.17%，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创业英雄汇》

成都站开赛
本报讯  9 月 7 日，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

的《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在成都拉开帷幕，西部赛区 10 家分行
选送的 31 个创业创新项目角逐《创业英雄汇》入场券。这 31 个
项目是从西部赛区近万个项目中选拔出来的，涵盖现代农业、互
联网、环保、生物科学等多个领域和行业。

自 2017 年 8 月独家冠名《创业英雄汇》栏目以来，邮储银行
举办了多场海选活动，帮助优秀项目登上央视舞台。8 月 30 日在
南京举办的东部赛区项目选拔中，已有 10 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
了登上《创业英雄汇》舞台的机会。 □尤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