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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通讯报道）
阿尔泰山下邮储情深

——新疆阿勒泰地区分行普惠金融发展侧记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最北部、
阿尔泰山南麓，是新疆丰水区之
一，有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
吉木乃山溪三大水系，大小河流
共 56 条。在这片牧业为主的土地
上，邮储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区分行秉承普惠金融的
服务理念，在服务“三农”、服
务小微企业的道路上不遗余力，
延伸服务触角，加深客银合作，
为客户带去贴心便捷的金融服务，
彰显“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
和国有大行的担当。

小额农贷让乡村换了样子

“马总，最近过得好吗？今
年生意怎么样？”说话的是邮储
银行布尔津县支行客户经理门汝
军。9 月 4 日，他来到布尔津县
窝依莫克镇窝依阔克别克村的农
鑫农机服务合作社，看望他的老
朋友马卫国。

“来来来，小门，快来看看
我今年添置的新宝贝！”见到门
汝军，马卫国高兴地把他带到车
库，让门汝军看看他花了 100 多
万元购置的约翰迪尔 8R 系列玉
米收割拖拉机。看着 6 米多高的
“大家伙”，马卫国说：“这台
机子可以保证长时间高效率作业，
能为合作社增收不少！”

2009 年，为了发展种植业、
扩大养殖业、购买农机具，马卫
国在邮储银行办理了第一笔 5 万
元的小额贷款，并在当年收获纯
利润 30 万元，得到了人生第一桶
金。截至目前，他先后在邮储银
行办理了 9 次贷款，信贷资金也
从最初的 5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20
万元。在邮储银行的帮助下，马
卫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他不仅成了村里的致
富带头人，还在窝依阔克别克村
成立了农鑫农机服务合作社，为
社员提供机械化服务。“我今年
种的食葵面积达到 700 多亩！今
年我准备继续贷款，买 150 头牛
来育肥。”马卫国兴奋地向门汝
军讲着自己的规划。

马卫国是阿勒泰地区分行以
做好做实农户小额信贷为抓手，
全力建设农村市场，支持乡村振
兴的代表性客户。一直以来，该
分行不断增强服务“三农”意识，
认真落实“需求早调查、授信早
核定、资金早筹措、计划早安排、
贷款早投放”等措施，实现了支
农范围、对象、广度等多方面的

突破。今年，该分行在年初就对
信用村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推进创建信用村工作，届时，贷
款的利率更低，办理贷款手续更
便捷。

布尔津县支行农户小额贷款
工作是阿勒泰地区分行支持“三
农”业务发展的缩影。阿勒泰地
区分行在客户准入、授权授信、
业务流程形式等关键环节不断进
行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先后以
“农户联保贷款”“农户保证贷
款”“家庭农场主贷款”等产品
为依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脱
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让普惠
金融落地生根，更好地惠及民生。

延伸服务让村民乐享生活

阿拉哈克乡距离阿勒泰市区
60 公里，汉族、哈萨克族、蒙古
族等 8 个民族在这里安居乐业。
这天一早，阿勒泰市解放路支行
营业部主任李梦晓和同事来到阿
拉哈克乡阿拉哈克村哈萨克族孤
寡老人努尔黑扎·哈盘的家里，
为因患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的她办
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
通”卡的密码重置业务。

“最近家里急需用钱，听说
奶奶‘一卡通’里的补贴金到账了，
着急取出来，却忘记了密码。我
去市里的邮储银行反映了这个问
题，没过两天，那儿的工作人员
就来家里了解情况了！”努尔黑
扎的侄女边说边向李梦晓和她的
同事们伸出大拇指。“这是她们
第二次来，没有喝过家里的一口
水，却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李梦晓接着努尔黑扎侄女的
话说：“第一次来是上门了解努
尔黑扎家里和她本人的实际情况，
并根据实际情况启动了延伸服务
项目，将柜面服务延伸到客户家
中，解决她们的燃眉之急。”努
尔黑扎在邮储银行阿勒泰市解放
路支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业
务单据上按下了手印，密码重置
业务顺利办理完毕。

随后，李梦晓和同事又动身
前往阿拉哈克乡窝依玛克村蒙古
族牧民昂布郎·恰恩布的家中，
为他刚刚做完动脉瘤手术、急需
用钱的妻子办理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卡通”卡。“这是解
放路支行工作人员第三次来家里
了，他们的服务非常好，在我们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来到
我们身边。”昂布郎·恰恩布言

语中充满感激。
据李梦晓介绍，自 2018 年起，

在阿勒泰地区分行的指导和支持
下，该支行员工利用中午、晚上
下班及周末休息时间，共为 133
户农牧民提供了延伸服务。这些
农牧民大多是高龄老人和残疾人，
出行不便，靠财政资金维持生计。

笔者为李梦晓团队算了笔账：
为每一户农牧民办理延伸服务业
务，往返阿拉哈克乡和支行营业
部之间，少则需要跑两趟，多则
需要 5 趟，一个来回就是 120 公
里，为一户农牧民办理一项延伸
业务平均要跑 420 公里。一年来，
她和同事们大约跑了55860公里，
平均每天要跑 153 公里。而李梦
晓却笑笑说：“这是我们的责任，
用苦和累换来老百姓的认可和称
赞，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值！”

像李梦晓这样在一线工作的
邮储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用心服务”
绝不是一句空话，“人民邮政为
人民”这一初心在一线邮储人身
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小微贷款让企业展翅腾飞

走进力辉口腔医院，醒目而
独具特色的招牌、占地 1000 多平

方米的三层楼、36 名医护人员、
全新智能化的设备，周到而专业
的口腔问题服务……谁能想到，
10 年前，它还是在 90 平方米出
租屋里，只有 3 名医生、3 把椅
子的小店。

力辉口腔医院创始人薛力向
笔者介绍，邮储银行见证了他个
人及事业的成长，并在关键转型
期为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用他
的话说就是：“没有邮储银行就
没有我的今天！”

2009 年，薛力在邮储银行第
一次申请贷款，用于店面升级。
2014 年是力辉口腔转型升级的
关键一年，由于抵押物在异地，
薛力被很多金融机构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他找到了阿勒泰地区分
行，客户经理陈宝跟着薛力一起
跑了三趟乌鲁木齐，最终办理了
异地抵押贷款。“正是这一次，
邮储银行救活了我们的门诊部！
邮储银行这些年的帮助让我铭记
在心。”薛力说：“他们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这些个体工商
户展示了‘邮储银行就是老百姓
自己的银行’！”

在得到阿勒泰地区分行的帮
助后，薛力决定要以担当的初心
反哺社会。他积极投身农牧区、

社区建设，每年定期为社区的老
人和农牧区的各族群众进行免费
义诊，为社区贫困家庭开展送温
暖献爱心活动，为贫困生捐资助
学，每年组织医疗工作者开展口
腔健康进校园活动。

近年来，阿勒泰地区分行积
极投身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短、小、
频、急”的特点，不断创新产品
服务，在客户准入、授权授信、
业务流程、抵押担保形式等关键
环节，不断进行产品和服务模式
创新，确保小微企业“进得来”“贷
得到”。

工作队让村民富裕起来

走进杜来提乡别斯铁列克村
村民赛力克波力·努拉什的烤馕
店，刚出馕坑的烤馕齐整整的排
列在案板上，香味儿迎面扑来。

2016 年，28 岁 的 赛 力 克 波
力·努拉什在父亲过世后，放弃
了外出打工的机会，选择回到家
乡，开始自主创业。由于之前学
习过打馕的技术，所以想在家乡
开一家烤馕店，但是由于没有起
步资金，赛力克波力·努拉什陷
入了困境。随着别斯铁列克村的
建立，以阿勒泰地区分行 5 名员工

组成的工作队入驻别斯铁列克村，
全面负责该村的“访惠聚”工作。
通过走访入户，工作队了解到赛
力克波力·努拉什的想法和需求，
经过与阿勒泰地区分行沟通，以
工作队为担保，赛力克波力·努
拉什顺利地在邮储银行贷了款，
在自家小院开了这家烤馕店。

学 过 烤 馕 技 术 的 赛 力 克 波
力·努拉什烤出的馕又酥又脆，
很快在村子周边传播开来，乡亲
们也纷纷来到店中购买，乡里的
商店、饭店和布尔津县城的许多
商店也纷纷让他供货，最远已经
销往喀纳斯景区。如今，烤馕店
每天可以卖出 300 多个烤馕，每
年收入达到 10 万余元，赛力克波
力·努拉什也开始带起了徒弟。
“在家里开店，不仅可以照顾家
人，还可以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这一切都源于工作队的帮助。”
赛力克波力·努拉什兴奋地说。

同村的叶尔哈力·胡尔曼之
前一直为无定居生活、无养殖技
术而苦恼，在阿勒泰地区分行工
作队来了之后，叶尔哈力主动找
到工作队，说出了心中的顾虑：“我
的祖辈以游牧为生，风餐露宿。
现在我想定居下来，让家人们有
个安稳的生活。只是现在的我不
知道如何种植农作物，也不知道
该如何圈养牛羊。”

工作队非常清楚，叶尔哈力
的困难是目前大部分牧民们都要
面对的。很快，驻村工作队联合
村“两委”，带领着叶尔哈力等
牧民前往福海、富蕴以及周边的
乡村，现场观摩学习先进的庭院
经济建设、种植养殖经验，让叶

尔哈力长了见识、学了经验。学
习归来，叶尔哈力立即开始着手
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如今，叶尔
哈力已经有了两个发酵池和 25 头
牛、20 只羊。同时，他还掌握了
种植养殖技术，种植了 140 亩青
储玉米和 60 亩苜蓿。“在我家处
于困境时，工作队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虽然现在养殖规模不大，
但是我相信在工作队的帮助和自
己的努力下，我家的生活会慢慢
好起来的。我现在已经成为一名
预备党员，我会带着村民们一起
致富奔小康。”叶尔哈力对未来
充满了期待。

据了解，别斯铁列克村是一
个纯放牧村，村民均靠发展养殖
业过活。阿勒泰地区分行驻村工
作队入驻以来，按照“队员当代
表、单位作后盾”的原则，开通
农牧民贷款绿色通道，推出“春
耕转场专柜”“送贷上门”服务，
破解农牧民春耕、养殖发展资金
瓶颈，激发村民自我发展内生动
力。同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先后举办了农机操作、养殖、种
植以及厨师培训班，针对有经营
意愿的农牧民，引导鼓励发展超
市、手工艺品、烤馕等经营项目，
实现劳动力转移 112 人，人均可
增收1543元，实现收入235.2万元。

“阿勒泰地区分行将时刻践行
普惠金融理念，牢记‘人民邮政为
人民’初心和使命，在支持‘三大
攻坚战’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贡
献邮储力量，让党中央的金融政策
在阿勒泰落地生根。”阿勒泰地区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叶尔肯别克·巴
合提别克说。� □赫嘉嘉

赛力克波力·努拉什在打馕。

客户经理上门为努尔黑扎老人（右一）办理补贴卡密码重置业务。

普洱茶香惠万家
——云南澜沧县支行扶贫工作小记

“普洱铁观音松祷烹雪醒诗梦，
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在此
联中，普洱茶位尊第一，作为中国茶
叶大家庭中的一员，普洱茶自古便具
有超然地位。

千百年来，一代代种植普洱的人
们在这片边疆热土辛勤耕耘，扎根此
地的邮储银行云南省普洱市分行及各
下辖机构，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云南省委省政府、集团公
司关于脱贫攻坚、服务“三农”等部
署，精准施策，扎扎实实推进相关工
作，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澜沧县支行表现大为突出，
可谓当地金融机构的先行者。

以茶为媒助力小微 
量身打造惠农产品

在茶城普洱，生活在景迈山地区
的拉祜族和傣族居民，在古茶园生活
的历史也由来已久，他们靠山吃山，
茶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商品，他们对
于茶的感情如同岁月一般深厚。

“前几天刚申请到澜沧县东朗路
支行‘云茶贷’30 万元，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看来，茶叶生意还可以做
大……”在景迈村小学教语文的夏老
师家里经营着一个客栈，他的拉祜族
妻子多年种植着古茶园的茶树，夏老
师经营的客栈也以收藏茶、古树新茶
为卖点，并开发出了自己的品牌——
“腊茶缘”，但由于资金周转困难，

一直无法打开更大的市场。后来，夏
老师申请到邮储银行 30 万元的“云
茶贷”，成功盘活了现金流，让事业
做出了“新感觉”。

像夏老师一样，生活在景迈村
的许多乡亲都经营着茶叶生意，他
们每年春季采摘新鲜茶叶，经过一
系列粗加工后便销往全国，而普洱
茶又有越陈越好的特性，许多普洱
茶农会刻意囤茶、压货，以期陈茶
卖出高价，对于茶农来说，这就需
要春茶期间拥有足够的现金作为支
撑。这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邮储银
行的“云茶贷”产品。“云茶贷”
是专门针对不同种植类型（古树茶、
生态茶、台地茶等）茶农设计的产
品，它以灵活的授信额度和担保方
式，以及优质可靠的服务赢得了许
多茶农的青睐。如今的景迈村，村
委会门前挂着的“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信用村”牌匾就像招牌一样，吸
引着茶农和茶商以及普洱茶爱好者，
在景迈山这个普洱茶的圣地，在千
年古茶树的图腾下，感受邮储银行
惠农金融给古茶园带来的新生机。

因地施策精准帮扶 
积极拓宽致富门路

多措并举支持普洱茶都大力发展
茶叶产业只是普洱市分行支持地方经
济的一个缩影。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后，澜沧县支行在

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网
络、资金和小额贷款专业优势，坚持
“真扶贫、扶真贫”。截至 2018 年
末，澜沧县支行共投放扶贫贷款涉及
998 户，金额达 4001.5 万元，惠及 9
个乡镇建档立卡户。

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除了以发
展茶叶产业为突破口，澜沧县支行因
地施策，结合实际，积极为当地群众
拓宽致富门路。

该支行一方面以当地高原特色
农业发展为契机，大力支持澜沧地
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助推澜沧特色
农业发展，结合澜沧县发展情况较
好的茶叶、甘蔗种植、肉牛养殖产业，
针对有贷款需求的客户量身定制金
融服务方案，对抵押物充足的客户
主推快捷贷，对有效担保物不足的
客户主推农担担保贷。加强与省农
业担保公司的合作力度，双方对政
策内涉农客户共同实施利率及担保
费优惠倾斜，对县域特色产业链上
涵盖从事特色产业种植养殖的农户、
“能人大户”、合作社，加工、销
售链上的个体工商户及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支持，解决涉农客群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和
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致富
内生动力，澜沧县支行在扶贫工作中，
把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澜沧县具有
“老少边贫”的鲜明特点 , 存在语言
不通、不会写字的问题，在开展扶贫

工作时，该支行的信贷员就承担起了
老师的角色，耐心地与村民们沟通，
教他们认字写字。同时，认真做好金
融业务和产业发展的宣传工作，将扶
贫工作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而针对
有劳动能力、有脱贫意愿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五万、三年、无担保
无抵押、执行基准利率”的扶贫小额
贷款。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当地
贫困群众的致富技能。

后记：澜沧县支行助力当地脱贫
攻坚的几个片断，不难看出云南省分
行在助力云南经济发展的奋斗轨迹，
同时也见证了邮储人对七彩云南的
眷恋和奉献精神。据了解，截至 9 月
底，云南省分行已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63052 笔，投放金额达 29.97 亿元，
结余 34495 笔，余额达 16.14 亿元；
在全省 88 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有扶
贫小额信贷结余的 34 个县域，扶贫
小额信贷业务结余 23333 笔，余额达
11.05 亿元，占全省“惠农易贷”结
余的 75.84%。

站在新的起点，云南省分行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承担“普之
城乡，惠之于民”的普惠金融责任，
紧紧围绕辖内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
署，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加大金融扶
贫力度，创新服务产品，坚持“脱贫
不脱政策”，将扶贫、惠农、惠民的
金融服务之光遍洒彩云之南。

� □朱晓雯  朱潇

上海分行：智慧网点打造优质金融服务
“最近，我在邮储银行开通了手机银

行，以后账户查询、缴水电气费、投资理
财都可以在手机上办理，我还学会了在自
助机上取养老金，既方便又省时间！”上
海市浦东新区的张阿姨和街坊邻居聊天时，
兴致勃勃地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新技能。

当前，智能化网点已经成为银行渠道转
型和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邮储银行上海分
行统筹规划，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
中心，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所处区域经济环
境，围绕市场与客群特征，突出智慧化发展
策略，不断抓好智能化项目落地。

浦东新区分行营业部作为上海分行智能
服务试点行，率先完成智能设备试点，其智
能网点打破了原有的传统柜面经营模式，发
展成为“线上 + 线下”渠道逐渐融合的特色
化、综合化、轻型化、智能化、集约化网点，
得到周边市民及商户的好评。

在浦东新区分行营业部的营业厅里，
汇聚了智能设备、数字媒体、人体交互等
最前沿的技术，不仅配有人工智能机器人
与客户进行交流，人机互动、分流疏导，
还为等候区客户配备一台智能平板，直观

提示每个时间段办理业务人数的情况，有
效引导办理业务人员，节省办理时间。厅
堂内还设有体感互动屏、双向电子海报展
示屏、自助柜员机、自助填单机等新兴电
子设备，让顾客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捷金
融体验。

“智慧网点最大的特点在于让服务变
得智能和便捷。”浦东新区分行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大厅内配备的智能机器人终端
集客户引导、业务分流、排队叫号功能于
一体，将客户办理业务的时间缩短近一半，
同时智能化运营模式的使用，使银行服务
方式从“隔窗式”变为与客户“顾问式”
交流，满足了客户“方便、丰富、尊重”
的需求。通过智能化建设，上海分行客户
量增长明显加快，产品渗透有所提高，网
点储蓄存款、电子银行客户、信用卡、理
财产品销售等方面的表现明显优化。

据介绍，上海分行将继续加强科技赋
能，以更广泛的客户覆盖、更贴心的服务
体验、更准确的目标识别、更精细的风险
控制，为普惠金融、为上海城市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李佳龙

工作人员向客户介绍
业务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