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鱼农商行

支持发展特种水产养殖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道：嘉鱼县大岩湖养殖

场水产养殖专业户杜先声，2013年元月承包300亩鱼
池从事传统的四大家鱼养殖，几年下来却收效甚微。
2015年，他通过调查发现，近几年鳝鱼的市场行情较
好，养殖利润大，开始转产养殖鳝鱼，收效可观。今年
他计划新增养殖网箱5000个，却遇到资金困难。农商
行及时为他提供“嘉农贷”50万元。在贷款资金的帮
助下，通过他的努力，目前鳝鱼巳获得丰收，预计今年
可实现收入60万元。

近年来，嘉鱼农商行盯准当地水产资源优势，积极
指导养殖户引进水产养殖新技术、新成果，抓好水产养
殖品种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种水产养殖，有力地促进
全县水产养殖转型发展和农民增收。该行积极协调与
水产研究所对接,采用科学、绿色、高效的养殖技术，大
力支持全县虾蟹、鲈鱼、鳝鱼、鳜鱼等特种水产养殖。
同时，该行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倾斜，与水产养殖户定期
上门对接，开展面对面、零距离互动，了解信贷需求。
此外，该行还为养殖户推出了多户联保、嘉农贷、水面
经营权抵押等多款信贷新产品，为养殖户解决资金需
求。

据统计，全县已投放贷款3600万元，支持近50户
水产养殖户从事特种水产养殖，今年这批特种水产养
殖户可增收1600万元，并带动当地近千人致富。

通山农商行

开展深耕“四区”拉练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王宇城、汪丽娜报道：近日，通山

农商行领导班子成员、机关相关部室人员、各支行（部）
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对全县16个营业网点开展深耕“四
区”拉练检查。

一直以来，通山农商行深入开展深耕“四区”活动，
致力于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此次拉练检查，主
要现场检验各支行（部）金融服务工作成效。

此次拉练检查基本涵盖了县域金融服务对象和金
融服务需求的各种类型，为真正做到金融服务无缝化
提供经验。

农发行咸宁分行

组织党史党规及国学知识竞赛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李晓涵报道：11月

29日，农发行咸宁分行组织了别开生面的党史、党规、
国学知识竞赛，纪念建党95周年及农发行咸宁分行成
立20周年。共有8支代表队的24名选手参加了竞
赛。

本次竞赛共分为四个环节：党史党规必答题、抢
答题、风险题以及观众互动题。在抢答环节，选手们
精彩的抢答博得了现场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经
过激烈角逐，农发行崇阳县支行荣获团体一等奖，农
发行市分行营业部获得团体二等将，农发行赤壁市支
行获得团体三等奖。

农发行咸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农发行咸宁
分行成立20周年之际，该行通过开展党史、党规、国学
知识竞赛的形式，旨在全行干部员工了解和掌握党的
历史知识，加深对党内政策法规及国学知识的学习和
理解，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金融人。

11月30日，咸宁经济开发区广东工
业园内的湖北天助人和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内，副总经理刘萍正在与我市一家中小
企业沟通，为其量身打造互联网营销计
划。“公司的愿景就是让家乡创业者们都
能拥抱互联网。”刘萍说。

刘萍介绍，作为中国最大的在线网
络营销平台之一，由公司总部深圳天助
人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立的天助网，

是国内知名的中小企业综合信息化服务
提供商，拥有业界唯一的B2B联合体资
源，更好服务于中小企业之间的网络营
销推广。

截至目前，天助网平台付费企业用
户已累计超过5万多家，与20多家全国
排名前 50的 B2B平台独家合作，在全
国 100 多个城市有 400 多家本地服务
商。

记者疑问：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头
羊，发展势头如此之好，为何突然回咸宁
创业？刘萍解释：其一，老板王学兵是通
山人，希望能为家乡做出贡献；其二，咸宁
虽然有为市民吃住行服务的平台，却没有
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业性平台，这是
一片巨大的蓝海；其三，咸宁领导重视，招
商引资的政策较好。

虽然王学兵与刘萍都清晰的认识到

不足：例如咸宁中小企业基数小，互联网
意识比较薄弱，但在多重利好因素主导
下，去年下半年，湖北天助人和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落户咸宁。

回到咸宁，该公司就树立了三个目
标：咸宁造，卖全球，把咸宁制造变成中国
制造一个响亮名片；聚合咸宁工业电商的
资源；助力咸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

今年十一，市民刘先生和阮小姐走
进了婚姻殿堂。他俩属裸婚一族，虽有
20万的定期存款，但两人没有买新房，
还住在父母家里。陈先生月入 4500
元，丁小姐月入3800元，扣除开支，每
月能存下4000元左右。两人生活甜蜜
美满。

最近，这对新婚夫妇开始闹别扭。
刘先生很多朋友都买车了，他打算用存
款买辆车。阮小姐反对，认为该留下钱
买房。各说各有理，究竟是该买房，还
是该买车呢？他们为此特意咨询了在
银行上班的理财师陈琳。

陈琳对这对夫妻的财务进行分析：
刘先生的财务状况一般，虽有20万的存
款，但考虑到未来买房需求，以及将来
养小孩的计划，再加上赡养双方父母的
计划，这20万无异于杯水车薪。以两人
目前的消费水平，一月仅存4000元，一
年不到5万元，未来将面临巨大的经济
压力。

陈琳给的理财建议是，取消买车计
划。刘先生一家未来花钱地方有很多，
尽管现在手头有余钱，但也不该买车，
毕竟车子只是消耗品，不仅不能带来收
益，且一年年的折旧只会价值越来越

少。另外买车也会增加当下的生活开
支，进一步降低家庭储蓄。因而建议不
要买车。

其次，要有计划地储蓄。两人工资
加起来 8300 元，每月却仅能余 4000
元，月支出4300元，开支偏高，两人既
然成立了家庭，抱着对未来负责态度，
两人应该尽量节省。为了控制支出，两
人生活开支先作预算，然后通过记账的
方式，控制实际支出，并通过记账优化
消费行为，争取更多储蓄。

最后，要学会投资理财。刘先生将
20万存款全部拿去定存，虽然安全，收

益稳定，但收益太少。建议刘先生银行
定存5万元即可，其余的资金投入到收
益更高的理财产品。

如果两人合理理财，注意防范风
险，保持收益，每年都有一笔不错的收
入。再加上生活节省，二三年之内买房
买车不是问题。

新婚夫妇的理财烦恼——

是买房还是买车？
记者 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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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咸宁嘉鱼潘家湾支行

成功劝阻一客户受到电信诈骗
本报讯 通讯员廖海峰、程黎明报道：近日，农行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支行保安在巡查时，发现有一位四
十多岁男性客户神情慌张地在ATM机前边接听电话
边操作转账业务，还不停地向对方询问操作流程。该客
户的异常行为引起了保安的警觉，保安立即向大堂经理
张忠霞和支行行长张连明汇报。大堂经理张忠霞得知
情况后，立即向客户询问汇款用途、地点及相关情况，
还耐心地对客户宣传电信诈骗知识，但客户总是避而
不答，并且很不耐烦的说：你们真是多管闲事，到一边
去，别耽误了我的转账汇款！

看到客户急于汇款的紧张样子，张忠霞意识到客
户肯定遇上了电信诈骗分子。

闻讯赶来的支行行长张连明和潘湾派出所民警
立即加入了劝阻工作。这时客户才有所醒悟，开始讲
述自己转账汇款原因。

原来，他接到一位自称是国家公安部打假中心工
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涉及一起制假贩假案件，要
他配合案件调查，同时要暂时查封他所有银行账户，
并要他将其名下存款转入公安部指定的打假专用账
户上，以便案件的侦破，并要求他在此案未侦破之前，
要严守国家机密，不得向其家人、银行人员等一切外
人泄露，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将涉案资金汇入指定
账户，国家公安部将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他本人接
到电话后感到非常害怕和着急，为了尽快与制假贩假
案件撇清关系，以示清白，一时也未深想其中蹊跷。

事后，经派出所民警的进一步核实，确定这是一
起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人物名片：黄崇淼，今年45岁，通山县

大路乡人界水岭村人，白手起家养羊致
富，现任通山乌骨山羊原种保育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采访时间：12月3日
采访地点：秀玉红茶坊
口述实录：18岁那年，我还是个小木

匠，刚从通山到嘉鱼给一户农民家中打家

具，回程时在车上看报纸，我看到报纸上
讲述了一个农民靠嘉鱼的水发家致富的
故事。

那时，我的木匠工资只有5元，这个
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启发：“为什么别人能
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却不能靠山发
财呢？”

因为小时候家中养有山羊，我喂养
过，所以我还有一点经验。决定养羊后，
我对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羊市场发展前
景可观。我立马回家建起羊舍，买回8只
山羊，经过几个月的饲养，数量增加到35
只。我靠着养羊成了全村第一个万元
户。

后来，经过走访市场，我发现乌鸡具
有保健效果，而且鸡粪可以养猪，猪粪可
以养鱼，于是我决定全面发展，从银行高
息贷款了12万，买了鸡苗、仔猪和鱼苗进

行养殖。由于当时对市场缺乏了解，又缺
少技术管理知识，当年我欠下40万元的
债务。

在走投无路时，一个朋友敲响了我的
家门。在朋友的支持下，我继续养本地
羊。慢慢地债务还清了。

2007年，我和往常一样送1000只本
地黑山羊去南昌、武汉、长沙等地市场售
卖时，却被人家退了货。原来，这群羊中
间有3只羊很奇特，它们的肉、骨头、内脏
都是乌色的，大家都以为羊生病了，将羊
退了回来。

经专家检测、胚胎移植等一系列，得
知这种羊叫乌骨羊，黑色素含量十分丰
富，不仅肉质鲜美，还有提高机体免疫力、
防须发早白和滋阴补阳等多方面保健功
能。

2008年，在华农专家指导下，通过反

复试验，我成功繁殖了大批乌骨山羊。技
术难题攻克后，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发
展了60户农户，目前共养乌骨山羊3000
多只。

为了扩大养殖规模，2010年，我拿出
600万元成立了通山乌骨山羊原种保育
有限公司成立，建立了标准化和羊舍、优
质牧草基地，初步建成乌骨山羊标准化育
种场，建成通山乌骨山羊核心群基地和6
个扩繁基地，组建了通山乌骨山羊选育核
心群，开发了高效养殖配套技术。2014
年公司成功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通山
乌骨山羊”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整理 记者 朱亚平）

一般而言，类似天助网这样的互联
网服务型公司，都会围绕建站、优化服务
以及辅助服务三大块开展业务。

然而，有些公司却为了短期的利益，
到处跑马圈地，忽略了“服务”这个核心的
内容。常常为客户提供了一项基本的产
品后，售后服务跟不上，或是怠慢客户。

对此，作为负责市场的带头人，刘萍
认为，互联网企业还需要更好的优化服
务，打通全服务链。“我个人觉得互联网营

销跑马圈地的阶段已经结束，下一个应该
是精耕细作的服务阶段。需要结合‘线
上+线下’的落地式服务，彻底改变以往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互联网药店’碎
片化服务，使互联网服务成为‘有病治病，
无病强身’的‘互联网医院’综合性平台。”

因此，该公司在让企业免费入驻平
台、举行免费培训外，继续深化服务，为
每一家入驻企业提供贴心的线上线下售
后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部分企业的

订单量有了大额增长。尝到了甜头后，
有60余家企业正式签约成为该公司的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将全年享受到公司提
供的互联网+培训和基础服务。

“现在咸宁懂互联网推广的人越来
越多，随着企业家了解更多的互联网知
识之后，他们也开始跃跃欲试，想要再一
次拥抱互联网。”刘萍满脸笑容。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提供相关配
套的信息化服务，为咸宁传统企业升级

换代，运用互联网技术发挥传统产业的
优势资源，让传统企业插上互联网的翅
膀，创造出实体经济的应有价值，使其由
咸宁制造向“咸宁智造”迈进，打开互联
网时代发展大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添一份力量。

一份桑梓情，让互联网企业湖北天助人和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落户我市；一片赤诚心，让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助推我市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11月30日，记者走进该公司，进行专

题采访。

黄崇淼:不等不靠闯富路

然而，在家乡的创业并不是一帆风
顺。

刘萍表示，经过多次对传统产业考
察和与当地企业家沟通，公司发现：家乡
创业者对互联网的认识有偏差：一部分
创业者前期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互联网投
资，但钱都打了水漂，因此现在异常谨
慎，对互联网不信任；另外一部分创业者
则缺乏最基本的互联网知识。

怎么办？公司下定决心，从市场需求

出发，凭借天助网技术优势和成熟产品，
从互联网普及知识、建站优化、营销推广、
人才培训、服务咨询等各个环节入手，打
通互联网+全服务链，循序渐进地布局咸
宁，全方位培育咸宁的互联网意识。

首先，在天助网深圳总部的技术支
持下，正式创建咸宁首个中小企业门户
网站——鄂南企业之窗www.ec0715.
com，并成立咸宁市中小企业互联网+服
务基地，有序引导全市所有工业类科技

型的中小微企业免费入驻，让这些企业
免费尝鲜，为下一步推进“工业电商”全
服务链打好基础。

打开鄂南企业之窗 www.ec0715.
com，行业市场、供应产品、企业黄页、企
业指南、商业资讯等信息一览无余。企
业在注册登录后，在上面发布产品信息
或是采购信息等，就能与其他企业进行
有效的资源交换。

其次，由市科技局、市经信委等政府

部门主导，推出“咸宁市中小微企业互联
网+圆梦工程”，联合各县、市、区和高新区
巡回开展大型宣讲会，培养中小企业树立
基本的互联网意识。同时，每月该公司免
费召开“逢8”培训会，也就是8号、18号、
28号，企业家只要有意愿，就能参加培训。

截至目前，公司已初步完成了近600
家企业入驻平台，成功举办了桂花镇、咸
安经济开发区、咸宁高新区、嘉鱼县等4
场互联网+培训会。

天天助网的咸宁抱负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王有海

回报桑梓，电商企业成功落户咸宁

艰难起步，培育企业家互联网意识

优化服务，助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