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获得荣誉无数，誓言不断前行

夯实业务基础，培训储备人才22
作为一名管理者，徐艳深知，对于本行的业务

知识及相关的法律知识都需了然于心。在闲暇时
间，她都会多看，多学，多听，吸收各方面知识，夯实
自己的业务知识基础。

从2014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徐艳成为武
汉农村商业银行的培训导师，先后对分行5批新员
工进行入职培训，并制定了“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咸
宁分行培训手册”。

几年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不断增设
新网点，5年时间实现咸宁县市区全覆盖，同时不断
引入新的人才，促使柜面人员更换频繁，新员工居

多，业务知识不熟悉。为了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岗位
需求，徐艳针对他们的特质制定相关的培训计划。
在下班后，徐艳还多次辅导员工学习，尽快使他们
熟悉业务，满足岗位需求。

通过不断的细致培训督导，以老带新、捆绑考
评以及因地制宜的学习和培训等方式，在徐艳和
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赤壁支行员工的素质、业务
技能有大幅度提高，并培养了一批优秀员工，为武
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的发展做好了人员储
备。截止目前，赤壁支行无重大业务差错，无投诉
情况发生。

今年25岁的徐艳，是一名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农

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赤壁支行主管会计。自2013年

8月加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工作以来，徐艳

先后从事了综合柜员、主管会计、财务部专职检查、内

训师等工作。

一路走来，徐艳经历了不同的工作岗位，都时刻谨

记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助人自助”。上大学的时候，徐

艳学习的并非金融，而是社会工作学专业。在她的专

业中，一直贯穿着“助人自助”的理念，但直到入行3

年，她才明白何为“助人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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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3年来，徐艳先后获得了以下荣誉：
2013年，获咸宁市香城泉都杯反洗钱知识竞赛

三等奖；
2014年，被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考核

为优秀；
2015年，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优秀

党员称号，赤壁市支付结算业务考评先进个人称
号，赤壁市反洗钱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武汉农村商
业银行咸宁分行内控考试第一名，武汉农村商业
银行咸宁分行先进个人称号。

2016年，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党员示范岗称
号，咸宁市职业技能大赛团体第三名，咸宁市金融

系统优秀选手称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十佳内管明
星称号，被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考核为优
秀。

2017年，获评最美金融青年，由市人民银行和
团市委联合发文表彰。

然而，在荣誉光环面前，徐艳并没有感到满
足。“助人自助，她将为此一生奋斗。”徐艳坦言。

6月1日，笔者在嘉鱼县四海家庭农
场看到，连片的小麦田里，收割机正在忙
着收割小麦。

“农商行贷款就像是及时雨，在我每
一次遇到困难时都帮助我走出困境，让我
重新看到希望。”四海家庭农场负责人王
四海感慨地说。

今年46岁的王四海是嘉鱼县陆溪镇
铜山村十二组的农民，过去一直在外地打
工谋生，多年来，他一事无成，家贫如洗，
可谓是当地典型的贫困户。正在他一筹
莫展时，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扶贫攻坚，
支持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2014年
初，他决定回家承包土地种植稻谷和小
麦。

在承包初期，王四海就遇到了很大的

困难，由于资金周转短缺，他的生产一时
无法进行下去。在他心急如焚时，嘉鱼农
商行扶贫工作信贷人员来到他家，具体了
解他的情况后，为他提供了5万元小额信
用贷款的支持，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利
用这笔贷款，王四海辛劳耕种了一年，捞
到了第一桶金，在还清贷款后，年终赚了
近5万元。

尝到甜头后，2015年，王四海承包了
村里珍湖片区土地262亩，面积扩大了，
但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在他又为资金投
入发愁时，嘉鱼农商行陆溪支行负责人又
主动找到他，为他出谋划策，并根据他的
实际要求，为他量身办理了联保贷款30
万元。获得贷款后，后顾之忧解决了，王
四海放开手脚大干了一年，当年实现产值

50万元，纯利润达到16万元，基本上实现
了脱贫目标，还清了贷款本息。

2015年3月，王四海的土地种植规模
越来越大，他决定趁着创业的劲头，申请
注册成立了嘉鱼县第一个家庭农场——
嘉鱼县四海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成立后，嘉鱼农商行主动为
他授信贷款50万元，随要随用，并承诺还
可以为他增加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资
金问题解决后，王四海继续扩大土地承包
面积，2016年，他将流转土地扩大到了
1100亩，按照现代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
模式，购买了耕田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
等农机具，新建了60亩高标准的育苗大
棚，引进了优良水稻、小麦、蔬菜等品种。
农场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科学化种

植、现代化管理。
2016年，王四海的农场实现产值194

万元，获得纯利润60万元，致富路越走越
宽。

如今，王四海农场的生产经营规模还
在扩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预计今年利润
可超百万元。同时，他按照“农户+基地”经
营模式，与陆溪镇多个村143户农村贫困
户签订托管土地2000亩，种植谷物、小麦、
蔬菜等农产品，不仅可吸纳近百名劳动力
务工，还可带动周边的贫困农户共同脱贫
致富。

提起自己的脱贫致富路，王四海最想
感谢的还是嘉鱼农商行，他说：“我现在的
目标是除了保持自己富，还要带动大家
富！”

扶贫贷款及时雨
——贫困户王四海的致富路

通迅员 邓丹 杨惠春

中国银行咸宁分行

金融服务高考考生及家长
本报讯 通讯员邵枫报道：6月7日至8日，中国银

行咸宁分行以“助莘莘学子高考成功”为主题，组织由党
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志愿者服务小分队，在鄂南高中、
咸宁高中以及各县市高考考点为考生和家长送清凉，免
费赠送2B铅笔、橡皮擦、矿泉水、清凉油、风油精、人丹
丸等。

在考生家长陪同等候的间隙，该行发放防范电信诈
骗等金融知识宣传折页，解答出国留学金融知识，宣传
中国银行特色产品和信用卡、ETC等系列优惠活动，共
计接待咨询群众500多人次。

市农发行

投放20亿元棚改贷款
本报讯 通讯员关怡宁报道：5月27日，市农发行

营业室再次发放3亿元棚户区改造贷款，为市区肖桥村、
杨下村等5个片区棚户区改造注入强劲动力。

该项目于2016年1月获农发行总行审批，总金额
14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8亿元。项目拆迁改造
土地总面积1271.9亩，拆迁居民总户数3763户，还建居
民住宅 1830套，货币补偿 2137户，还建总建筑面积
205240平方米，其中新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和公共基
础设施建筑面积33600平方米。项目完工后，可使1.37
万居民生活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2015年以来，市农发行以棚户区改造项目为切入
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服务民生发展。该行主动向地
方政府领导汇报农发行信贷政策，积极对接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建立工作沟通机制，互通政策要求，实行项目对
接，有力推进了项目合作进程。并对棚改项目开启绿色
通道，优先申报、优先调查、优先审批、优先匹配计划，确
保项目及时落地。

至今年5月末，该行已审批棚改项目7个，金额46.4亿
元，其中咸宁市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获批21亿元，
是全国农发行系统第一个超20亿元的棚改项目。已实施
项目6个，累计投放棚改项目贷款20.6亿元。正在营销的
项目6个，金额38亿元。

助人自助最美丽
——记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赤壁支行最美金融青年徐艳

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朱淑媛

银行业本就是一项服务性行业，作为银行的员工，徐艳深
知肩上背负的社会责任：在柜面上，需要付出耐心体贴的服务；
在遇到问题时，要第一时间想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当知道有
电信诈骗时，要及时告知客户转账汇款中存在的风险。这都是
银行员工的职责与本分。

从事银行工作的3年时间里，面对客户对账户资金流水的
质疑，徐艳会第一时间放下手中事情，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有
两件事情让她印象很深刻：

2015年一个炎热的下午，4点半左右，徐艳接到一个电话，
客户急需转账至外地，因为是工程款，当天不转账就存在违约
的风险。客户打电话的时候，人正在从武汉回赤壁的高速公路
上，需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网点，但是客户网银已被锁定不记得
密码，想要银行员工帮他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接到客户的
需求后，徐艳马上向领导汇报，申请后台等候，一直等到晚上8
点左右，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全员才下班回家。也因为这一件
小事，为整个支行带来了几百万元的存款。虽说当天加班到很
晚，但是全体员工内心是兴奋的，自己再苦再累，有时候客户的
一句感谢比什么都感到安慰。

2016年的春天，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赤壁
支行查询自己的流水。她告知柜员，她很少使用自己的银行
卡，但是最近取钱的时候发现银行卡里的钱少了，她非常焦
急。大堂经理跟徐艳反映这个问题后，她及时询问客户相关情
况，并向上打报告申请查询客户发生交易的时间及途径，经多
方面查询了解到客户银行卡均为支付宝消费，但是客户表明其
并未绑定支付宝。在徐艳她们的辅导下，多次电询支付宝平台
后发现，客户确被他人绑定了银行卡，且为其子女。该妇女非
常感激徐艳的耐心帮助，多次介绍周围亲戚朋友来赤壁支行办
理相关业务。

也就是这些一点一滴的工作，促使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赤壁
支行在短短2年的时间内，储蓄存款过亿元，并在客户的心中留
下了好印象。

徐艳和客户们交流

6月4日，市工行在温泉谷拓展基地，举行“铸造优秀
团队，共创企业辉煌”第一批管理人员户外拓展训练。

通讯员 李俊 庞敏 摄

11 强化服务意识，忧客户之所忧

1.什么是上市融资？
上市融资即是指发行人证券交易所

公开发行股票，进行直接融资。

2.上市融资有哪些途径？
国内上市
主要由主板（上海证交所）、中小板

（深圳证交所）、创业板（深圳证交所）。
国外上市
主要是香港联合交易所、美国纳斯达

克证交所、纽约证交所等。

3.企业适合哪些上市途径？
具体的上市途径选择需企业与券商

沟通确定，但一般来说：
属于新型战略发展行业且处于成长

期的企业，较适合从创业板上市融资；
成熟期企业，较适合从主板或中小板

上市融资；
海外上市实行注册制，无确定标准划

分，但如纳斯达克板多为信息技术等高成
长型的企业上市。

4.上市融资有什么优点？
有利于提高企业自有资本比例，改进

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

治理结构；
有利于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

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有利于完善激励机制、利用股权激励
吸引和留住人才；

有利于企业进行资产并购与重组等
资本运作，迅速做强做大；

有利于增强股权流动性，实现股权增
值。

上市融资

金融金融百宝箱百宝箱

市保险行业协会

举办反腐倡廉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朱萍报道：16日，市保险行业协会举

办“反腐倡廉、防范金融风险高管规培训班”。市金融
办、市保险行业协会和全市30家保险公司主要领导共计
70人参加培训。

此举旨在进一步增强我市保险从业人员反腐倡廉
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预防和打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
全面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促进我市保险业健康良好
发展和社会稳定。

市保险行业协会负责人在开班讲话中说，加强反腐
倡廉和风险合规工作，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总要求，以优
良作风、廉洁奉公实际行动服务社会稳定大局，服务经济
发展。要通过此次警示教育，切实加强保险从业人员尤其
是高管、班子成员的廉洁自律意识。

培训班上，反腐专家作了保险行业合规形势及典型
案例警示的专题培训。就我市近几年职务犯罪的特点、情
况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分析；针对我市保险行业存
在的犯罪特点、高发案件以及理赔等典型案例进行了剖
析，并就如何预防和减少保险行业犯罪行为提出对策。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通山支行

爱心服务 助力高考
本报讯 通讯员朱淑媛报道：6月7日，武汉农商行

通山支行在通山县一中门口设立雷锋服务站，为广大考
生及家长提供优质、高效、贴心的助考服务，为他们营造
一个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

早上7点，支行员工就开始行动，配合校方和家长，
为广大高考学子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除了拉
横幅、设置服务台和遮阳棚，为过往考生送去矿泉水、文
具、环保袋等物品，支行员工还主动与陪考家长沟通交
流，用专业知识耐心解答孩子上大学后银行卡的使用等
问题。

此次活动，加强了群众对该行服务和产品的认识、
认同。

金融金融人物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