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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支农惠农新“稻”路
——安徽省金寨县支行“劝耕贷”发展记

秋意起，瓜果香，又是一年
收获季。走在安徽省金寨县白塔
畈镇仙花村金穗家庭农场黄道坤
家承包的水稻田埂上，一眼望去，
沉甸甸的稻穗涌动起金色的稻浪，
一幅美丽的秋收画卷呈现眼前。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今年能有大丰收，得亏了邮储
银行的支持，‘水稻贷’在水稻
干旱缺水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说话间，黄道坤摘下一串
稻穗，将一粒饱满的稻谷放进嘴
里嚼起来。

“民以食为天，我最喜欢水

稻成熟的味道。”成片的稻谷已
进入收割期，黄道坤来回穿梭于
稻田之中，感受丰收的喜悦。

一切欢喜的来临，都是辛勤劳
动的付出，这背后也闪现着邮储银
行人的身影。四个月前，入夏后晴
多雨少，水稻田开始抗旱，眼看正
是水稻口渴得紧的时候，绿油油的
稻叶开始卷边变枯，黄道坤一时间
着急起来，这可怎么办？盼望着的
大丰收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时都愁死我了，私人借
钱利息太高了，我一年忙活的只
够还利息。银行也去了，因为没
有抵押物，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回想起那时的遭遇，黄道坤深深
叹了口气，“做农业难、农民贷
款难，种植水稻面对的自然气候
风险很大，收成好的年头还能赚
点血汗钱，要是遇到个干旱洪涝
的，可就白忙活了。”

在邮储银行金寨县支行开展的
一次“送贷下乡”活动中，信贷客户
经理段杰获悉黄道坤的情况，第一时
间上门了解。金穗家庭农场除了承包
了土地种植水稻外，还有粮贸生意，

经营大米加工及销售，黄道坤在镇上
是名副其实的“水稻大王”。眼下，
水田干旱没资金进行抢救性注水灌
溉的原因就是活动资金上有点周转不
开。经过详细的贷前调查了解，结合
黄道坤农业经营实际情况，最终金寨
县支行为水稻田精准滴灌了 80 万元
的“金融活水”。

商有商道。经营有方的黄道
坤在金寨县支行授信的 80 万元里
支用了一部分用于农田水利灌溉。
“我的信用度好，邮储银行给我
批的额度高，我又添置了一台中
型收割机。”看着从农机的“嘴”
里吐出来的稻谷，黄道坤的脸上
堆满了笑容，有了这个“大家伙”
很方便，一亩田十分钟就能收割
完，自己当上了“甩手掌柜”。

放眼金色的田野，阳光下黄
澄澄的稻谷美不胜收。谷子熟了，
农民笑了。田埂上，村民们正忙
着搬运，脸上尽是丰收的喜悦。
在邮储银行的助农服务下，黄道
坤正努力奔跑在实现梦想的道路
上……

黄道坤所称赞的“水稻贷”其

实是金寨县支行创新的一款支农惠
农金融产品——“劝耕贷”，也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福音贷”。

位于安徽省金寨县东北部的
白塔畈镇素有“金寨粮仓”之美誉，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在农
业发展上存在“融资难、融资贵”
的情况，突出表现在缺乏有效担
保上。而“劝耕贷”是邮储银行
安徽省分行与省农担公司及政府
合作推出的新型农业贷款产品，
大大减少了农户贷款的各种手续
和费用，切实打通了支农惠农的
“最后一公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自“劝耕贷”落地以来，金寨县
支行不断通过送贷下乡、产品推
介会等形式，在全县范围内加大
宣传推广普及力度，为服务“三
农”、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抓手。截至目前，金
寨县支行已为县域家庭农场类农
业经营主体累计发放“劝耕贷”1.2
亿元，更多的“源头活水”正涌
向农村，惠及农民，发展农业。

� □李明 文 / 图 金寨县支行客户经理在贷前调查水稻生长情况。

让客户“代言”
——西安市北关支行成为“网红”的背后

邮储银行西安市北关支行是
周边居民最爱“打卡”的一个银
行网点：每次支行客户活动微信
报名总是爆满，每次主题系列创
意活动总是赢得满堂彩。在“手
机即银行”的时代，北关支行用
工匠情怀点燃客户体验的现场情
感，收获“客户代言”的口碑。

客户活动 1.0 版—— 
搭建获客平台

2017 年，北关支行首次将组
织客户参加活动作为获客的主要
手段。鉴于金融产品的同质化严
重、个人客户画像难度加大、同
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等因素，如何
策划活动赢得客户青睐成为摆在
北关支行面前的首要问题。北关
支行行长刘李静对当时面临的困
境记忆犹新：“当时，客户活动
没有‘客户’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从领导到员工都有畏难情绪，邀
请了客户又未必喜欢这次的活动。
支行反反复复多次商讨，开始阶
段只能采取广撒网的方式。”大
堂经理赵静补充说：“当时我听
到周围同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咱
们加个微信呗，您关注一下，我
们支行经常开展客户活动，说不
定有您感兴趣的’。”最早的活
动是利用员工的特长，比如会编
织就来一场手工抱枕编织活动，
会压花就来一场蜡烛压花活动，

会书法就组织为期十期的公益书
法课堂活动，等等。通过微沙龙、
会员日、节日爆点、路演及电话
微信回访等多种方式，北关支行
终于经过阵痛，找到与客户体验
相契合的活动策划方案。

2018 年春节前，北关支行策
划了一场团圆合家福的客户活动。
如今，手机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也拉长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即
使在同一个城市，父母与子女之
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北关
支行在组织活动期间，敏锐地发
现这个问题。员工自编自导，为
客户及其子女或父母办了一场“暖
融融”的晚会。晚会之后，邀请
专业摄影师，为每个家庭拍照留
念。北关支行还为客户准备了各
式相框，一些年长的客户对着“合
家福”流下久违的泪水，很多年
轻的客户再三表示要常回家看看。

客户活动 2.0 版—— 
系列活动升级

单 场 活 动 往 往 是 体 验 式 营
销，容易获客，但更容易造成新
客流失。2018 年初，北关支行进
行了第一次客户活动升级：由单
场活动转变为系列活动。当年北
关支行组织开展年俗系列活动 6
场、春季踏青活动 3 场、暑季亲
子系列活动 5 场、炫彩金秋系列

活动 3 场、年终客户回馈答谢系
列活动 3 场、专项产品主题系列
活动 4 场。通过多种主题系列活
动的开展，北关支行与各类客群
进行深入沟通交流，收获了大批
“粉丝”。这些“粉丝”既可细
分为儿童、青年、中年、老年，
又可细分为爱好运动者、爱好书
法者、爱好旅游者，等等。系列
活动往往针对同一类型客户持续
开展，不仅拉近了距离，更收获
了真情。

以暑季亲子系列活动为例：
北关支行立足西安十三朝古都的
历史底蕴，开展探秘博物馆系列
活动。炎炎夏日，客户和孩子们
一起躲在各类博物馆里享受清
凉，还能增长见识，何乐而不
为？参观完展厅，北关支行还组
织孩子们在各个角落寻找支行员
工提前藏好的宣传折页、文化纪
念品等，体验寻宝乐趣。将学习、
探秘有机结合，既满足家长需求
又迎合孩子们的喜好，这样的亲
子活动受到中青年“粉丝”的追
捧。

系列活动中融入古城的魅力
不止于此：随着《白鹿原》《那
年花开月正圆》《长安十二时辰》
等一系列又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电
视剧热播，陕西热、西安热带动
了更多的人学历史讲古风。购房
者对屋内格局、摆设等愈加讲究。

北关支行根据贵金属产品特点，
将五帝钱镇宅融入家居文化讲座
中，邀请专家讲解购房技巧、装
修中注意的问题及屋内布局文化
等，为贵金属增添附加属性。活
动中还设置了贵金属首发仪式，
浓浓仪式感更能增加客户的认可
度。

经常有其他支行请教：“为
什么搞同样的活动，效果却不如
你们？”成功的秘诀来自策划人
员的独具匠心和持之以恒：为了
确保活动效果，北关支行的客户
活动一直设置专人走访考察活动
场所、安排活动流程、编写电子
邀请函及美篇推文。每次活动前
支行负责人都多次走访调研，力
争给客户以最好的体验。每次客
户活动始终坚持在前一天给客户
发送提示短信和微信，提醒大家
相关注意事项，明确服务人员、
接待人员。活动中根据客户的需
求，不断总结经验，力争在下一
次活动中办得更完善。正是这种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北
关支行的“老铁粉丝”越来越多，
支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客户活动 3.0 版—— 
构建异业联盟

2019 年，北关支行敏锐地挖
掘出异业联盟的新商机，组织多
场资源共享的好活动。与陕西穆

堂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的“穆堂
香之行”就给支行“粉丝”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重阳节当天，
支行组织客户赴秦岭土鸡基地及
草滩生态产业园工厂，实地了解
鸡精、火锅底料等家用调味品的
制作工艺发展历程，参观穆堂香
内设的调味博物馆珍藏区，品尝
了新鲜出炉的调味料，购买了专
属低价产品。生动、有趣的活动
既为商家做了宣传，又为客户赢
得实惠，拉近了银行与客户的距
离，实现了多赢。

在农夫山泉陕西太白山优质
水源基地，北关支行经过前期多
次沟通，成功组织开展了“开启
萌宝探索之旅，寻找至纯生命之
源”客户活动，赢得了客户的口
碑。用心、用情、用智是北关支
行能做好每一个客户活动的关键。
正是其在选题上的独具匠心、选
客上的高度重视、细节上的精益
求精，让“服务客户永不止步”
的使命在“网红”活动持续落地，
让更多的客户信赖邮储银行、依
赖邮储银行，与邮储银行共同进
步、共同成长。� □李欣瑜

青春共建

11 月 1~2 日，厦 门 大
学举办第 54 届学生田径运
动会暨第 19 届教职工运动
会。此届运动会由厦门大学
主办，福建省邮政分公司和
邮储银行厦门分行联合共建
协办，系厦门大学首次与校
外单位共建举办校运会。

为提升邮政品牌在年轻
群体中的影响力，展示邮政创
新活力形象，银邮双方在校运
会主赛场布置了“中国青春
力  ‘邮’你更精彩”中国邮
政综合服务区，向厦大师生集
中展示了金融、邮务、速递、电
商等板块的产品和服务。

厦门分行还开展“防范
‘校园贷’、不欠青春债”金融
知识主题宣讲活动，通过互
动游戏等为厦大师生送上实
用的金融知识，工作人员为
厦大师生重点推荐了手机银
行、邮储食堂、青春主题信用
卡、腾讯联名卡、邮信贷等金
融产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黄晓珊 摄影报道

快捷绑卡业务

内蒙古区分行联动发展效果好
本报讯� �邮储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自营快捷绑卡结存量为

105.47 万户，本年新增 19.52 万户。
内蒙古区分行加大宣传力度，在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客户经理

自建客户群进行传播；在线下主要以网点为阵地，实行客户推荐营销
五步法，即询问—推荐—签约—绑定—体验，对新增客户要做到加办
一户、激活一户、绑定一户（微信银行、快捷支付）、使用一户。

在此基础上，内蒙古区分行加强条线联动，利用邮储银行信用卡
悦享商户，指导商户先用微信绑定自己的信用卡，享受活动的同时让
商户熟悉绑卡流程，实现线上办卡，联动绑卡；与信贷业务进行联动，
利用放款前、续贷前、入户调查等与客户接触的机会，宣传引导客户将
银行卡与微信、支付宝、京东等渠道进行绑定操作；与个金业务进行联
动，将快捷绑卡业务与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进企业等营销场景相
结合，充分借助银联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一元购”“满 5（元）减 2（元）”
等活动，做好上门营销宣传。� □康建军  高晓嵩

公司贷款

三门峡市分行助推绿色经济发展
本报讯��截至目前，邮储银行河南省三门峡市分行今年充分发挥

资金优势，重点支持大型企业发展，投放 5.3 亿元支持风电项目实施，
为产业转型、生态环境治理、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门峡市地处豫西山区，风力资源丰富，发展风力发电潜力巨
大。该分行把绿色信贷投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紧跟全市风电项目
建设，把授信措施与绿色经济相结合，鼎力支持企业产业转型。该分
行支持的“大唐渑池县青龙山风电场项目”建成后，每年上网电量达
12653 万千瓦时，按火力发电标煤耗 330 吨 / 千瓦时计算，每年可为
国家节省标煤 4.18 万吨，节约淡水 40 万立方米，减少灰渣 1.67 万吨，
并相应减少废水排放、空气污染，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 □韩西来  史威

银村共建

宁德市分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10 月 31 日，在由福建省宁德市政府主办、邮储银行

宁德市分行协办的金融服务闽东特色乡村振兴暨民营企业金融服
务对接会上，邮储银行福安市支行、福鼎市支行、古田县支行分
别与福安市下白石镇宁海村、福鼎市店下镇元当村、古田县吉巷
乡前垅村三个邮储银行乡村振兴示范点签署了银村共建合作协议，
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纵深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各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
要意义，找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做强做优做大“8+1”
特色农业，营造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要把握好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的政银企三者关系，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协同合作，坚
持政策引导，共同为探索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贡献金融智慧
和金融力量。� □金汝平

银企合作

阳西县支行与帽袋协会牵手
本报讯� �10 月 18 日，邮储银行广东省阳西县支行与阳西县帽袋行

业协会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实现双方业
务协同及资源共享，推动银企双赢合作，共同助力阳西县经济发展。

根据协议，阳西县支行将为帽袋行业协会会员定制综合服务方
案，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及专业的服务，还将重点推出个人和企业经
营性贷款两大产品体系，在原有传统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基础上，增加
税贷通、流水贷、电贷通、发票贷等多个特色的信用贷款，帮助企业走
出有融资需求但无抵押物的困境，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用实际行动
践行普惠金融理念。� □关永顺

（上接第 1 版）

因地制宜  划分片区

第一批“百炼成钢”学员结业回到工作岗位后，心气、干劲、眼界
有了明显变化，业绩也显著提升，不少代理金融岗位的人员为此提出
了也想参加培训的意愿。然而，“百炼成钢”这种针对理财经理的培
训模式，在培训方式、覆盖人员、课程内容上与北京市分公司金融网
点数量多、地点分散的实际情况相比，难以满足全员学习的需求，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分公司创新推出了代理金融业务片区
培训的模式。据该分公司人力部经理罗慧介绍，他们根据地域将 16
个区分公司就近划分为 5 个片区，每个片区内分管代理金融业务的
领导、代理业务分局专业人员、支行长全部参加培训。这种培训形式，
人员规模适中，时间安排灵活，便于培训管理，还为相邻地域区分公
司的员工创造了交流经验的机会。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3 日，16 个区分公司的 430 余名代理金融从
业人员陆续参加了 5 期片区培训，每个片区的第一课都由代理金融业
务部的领导主讲，市分公司领导向基层单位现场授课；同时，利用内训
师把外部课程进行内化，形成邮政内部接地气、易学、实用的课桯，邀
请优秀支行行长与学员交流经验，培训模式更加贴近基层实情。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分公司举办了一期区分公司主管代理金融
副经理专题培训、一期支行行长特训营，扩大培训人员覆盖层面和范
围，在分公司上下营造出人人重视代理金融业务的良好氛围。

创新模式  规范统一

培训课程是培训班的核心，一般的培训班只针对业务发展中的
某一个痛点安排课程，构不成系统和体系。而北京市分公司在系列
培训中则注重培训课程的创新与培训内容的系统连贯，努力在规范、
统一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专业培训的“铁三角”模式。

据北京市分公司人力部副经理霍婕介绍，系列培训工作由业务
部门、人力部门、培训部门共同参与、共同组织、共同管理，推进培训
项目实施。在“百炼成钢”培训中实现了代理金融专业人员带班管理，
班主任由金融业务部主要领导担任，助教由各单位金融业务局人员
轮流担任，班委及组长负责日常问题处理。这种模式让更多的代理
金融从业人员能够更好地融入培训中，承上启下做好业务发展支撑，
同时加强学员训后管理，建立了后期跟踪机制，便于对学员回到网点
后的个人业绩、客户满意度等进行跟踪、考察。

目前，在北京市分公司代理金融业务条线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系列培训课堂，越来越多的员工结业后成为中流砥柱。他们如一颗
颗闪亮的新星，正在带来北京邮政代理金融业务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