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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财经亮点亮点

至去年末，通山农商行不良贷款
率1.54%，比年初下降0.39个百分
点；资本充足率12.44%，比年初增加
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368.87%，
比年初增加108.94个百分点。当年
到期贷款收回率持续保持在 99%
以上，主要风险监管指标进一步

向好，连续四年被银监部门评为
2C级。

压降有方：连续四年被银监部门评为2C级

1 支持有力：20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7年，通山农商行认真贯彻落实省

联社打造“责任银行”、“合规银行”、“智慧

银行”的战略部署，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

工作，紧贴通山实际，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在发展大局上努力作为，在金融服务上精

耕细作，在实现自身持续、稳健、创新发展

的同时，也为推动通山县域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山农商行董事长林耘（左）在大路乡果匠
小镇草莓基地调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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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家住青年e家小区的小何
很高兴。因为她那死要面子活受罪
的老公终于有所改变了。

小何和老公小李结婚4年，婚前
小何觉得小李大方、为人着想，是个
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婚后，她发现小
李的这些优点，就是死要面子。

小何说，她和小李都是农村出
生，大学毕业后两人都考上了公务
员。不久，两人贷款买了车买了房，
因为没有家庭的资助，两人的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

小李是他家唯一一个考上大学，

并在机关单位上班的人，全家人都认
为他混得好，工资高。因此，七姑八
姨的谁家里缺钱就找小李借钱。而
小李即使手头一分钱都没有，也要向
朋友借钱后再借给七姑八姨。

小何对此很生气，责问他为什么
要这样。小李回答，不愿意让他们失
望。小何说：“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你不让他们失望，自己就会受伤。”

小李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数不
胜数。小何有三个舅舅，两个大伯，
还有外公，每年过年，小李给这六位
长辈的礼，必定是两条烟加一瓶酒。

一个人至少500元，六个人就是3000
元。而每年回老家，他也要给长辈们
带“厚重”的礼物。亲戚家有什么红
白喜事，通通1000元。

如此一来，亲戚们都以为他们很
有钱，公公婆婆也以为他很有钱。小
何劝他：“心意到了就好了，何必搞那
么大。我们现在还没有钱，等有钱了
再多给点也行啊。”

起初，小李对小何的话充耳不闻。
去年。两人的小孩出生了，奶粉、尿不
湿、衣物……花钱的地方多了，小李常
常感叹：“现在真是太穷了。”

去年过年，他主动说，每个长辈
送一条烟算了，实在是承受不起。前
不久，小李一个表弟结婚，要是以前，
必定送1000元礼金，但这次只送了
500元。

小何对小李的这一做法给予了
赞赏。小何说，过日子，千万不能打
肿脸充胖子，否则再有钱也会过得难
受。

别打肿脸充胖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山农商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服务实体勇作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汪丽娜

去年，通山农商行紧紧围绕县
政府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积极服
务全县重大项目建设，累计向景元
燃气、景源生物、郎茂实业、瑞蓬科
技等重点项目建设发放贷款4亿元；
累计发放3亿元贷款，大力支持渔业
养殖、石材加工、竹木加工、孔雀、梅
花鹿、乌骨山羊等特色产业等为主

的实体企业。
同时，该行大力推广账户流量

贷、福薪贷、创业通、互保贷，加大支
农支小力度。发放支农贷款13亿
元，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全
县186个行政村设立965个金融网
格服务站和助农服务点，实现了农
村金融支付结算“村村通、全覆盖”。

通山农商行积极响应乡村振兴
战略，坚决落实金融扶贫责任，先后
组织开展“扶贫大走访”、“金秋扶贫
大攻坚”活动，加大金融扶贫力度。

至去年12月末，该行共建立扶
贫金融服务档案2187户，发放精准
脱贫贷2.49亿元，占全县金融机构累
放额的98.26%，位居全县金融机构
第一。其中，该行直接向贫困户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14044万元，比年初增
加7689万元，以“农业经营主体+农
商行+贫困户”的模式向产业带动扶
贫的帮扶企业贷款2190万元，带动
268户贫困户增收；向合作社成员以
联保模式贷款1270笔，金额131万
元。建成“一村一品”产业扶贫村12
个，带动1236家种植户，3486家贫
困户每户年均增收800元。

2 脱贫有策：2.5亿元助力精准扶贫

针对通山没有大企业的现状，通
山农商行大力推广“小微贷”、楚商
卡等贷款产品，实行“一次授信、循环

使用、随用随贷、随借随还”，为企业
融资提供便利。

去年，该行新投放小微企业贷款

3 帮扶有为：6亿元帮扶小微企业

2017年末，通山农商行各项存
款余额 43.02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8.11亿元，市场份额和净增份额均
排名全县金融机构首位。电子银行
用户突破 814227 户，实现净利润
5320万元。

伴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

通山农商行的纳税贡献连年攀
升。近三年，该行累计纳税 6991
万元，其中，2015 年纳税 2079 万
元；2016 年纳税 2240 万元；2017
年纳税 2672 万元，同比增加 432
万元，纳税贡献度在全县名列前
茅。

4 纳税有效：2672万元贡献地方税收

4.35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2.41
亿元，新增小微企业贷款49户，小微企
业总户数达3699户，小微企业客户申
贷获得率达100%。实现贷款客户总
量7303户，比年初增加645户。其中，

单户500万元以下贷款余额177958
万元，占全部贷款的63.31%；单户
500万元以下贷款客户7441户，比
年初增加841户，比上年增长了12.7
个百分点，贷款结构也进一步优化。

本报讯 通讯员王浩、邵际景报
道：“哇塞，又得了10块钱”，近日，来
自咸安桂花路社区的钱某拿着手机
高兴地说。原来，钱某在商家李某那
买了一瓶水，使用微信扫“来聚财”二
维码付款时，得到了10块钱的现金
券。同时，商家李某也得到了5元钱
的激励金。

“这个月我的激励金已经有300
多块钱了”，做水果生意的李某脸上
带着笑容，“更主要的是，自从用了来
聚财二维码收款，我的生意也比以前
好多了，客户可以拿现金券，省钱；我
有激励金，赚钱”。

笔者在中国银行咸宁分行了解

到：“来聚财”是一款中国银行为商贸
客户群提供经营管理、营销策划、便
捷支付、促进营业额增长的云服务平
台。中行为商家提供支持中行卡、微
信、支付宝聚合的二维码（简称“一码
支付”）收单；同时帮助商家打造实现
宣传推广、获客引流、提升销售业绩
的营销平台。

据了解，中国银行可以为持有中
行卡的商贸类商家“来聚财”提供以
下服务: 一是每个门店每个月可以提
供3000张刮刮卡作为营销费用帮助
客户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刮刮卡没
有空奖。如果刮刮卡最低按1元面额
计算，每个月至少提供3000元营销

费用补贴。且刮中的现金券有最低
消费额，从而帮助商家提升了客单价
增加营业额。 二是来聚财app给每
个商户提供了线上店铺平台，可以免
费给商家提供线上宣传推广。 三是
商家使用“来聚财”产品收款，客户每
消费一笔，商家都会获得额外的激
励金，增加额外收益的同时降低商
家手续费支出成本。 四是提供了一
款集支付宝、微信、“来聚财”支付于
一体的二维码扫码支付工具，支付
宝微信支持信用卡、蚂蚁花呗等信
用支付，不需要提现直接入银行卡
账户。且商户app上提供实时收款
提醒、随时查账明细等功能，营业收

入一目了然。
据悉，个人消费者在装有“来聚

财”的商家付款时，可选择使用“微
信”、或“支付宝”进行支付后，获得中
国银行赠送的现金券奖励，该现金券
可以在下一笔消费时直接抵扣。中
国银行针对个人消费者，每人赠送了
3次领取刮刮卡的机会，最高金额699
元，最低金额5元。刮刮卡获得的现
金券同样可以在“来聚财”商家进行
消费抵扣。

该行自新产品推广以来，使用和
安装“来聚财”产品的客户越来越多，
截止目前已有800多个商户使用该产
品，受到客户热烈欢迎。

市中行推出“来聚财”收款码新产品

温泉地税组织女职工

走访全国劳动模范李季春
本报讯 通讯员雷天亮报

道：3月8日，温泉地税分局组织
女职工来到天化麻业有限公司，
走访全国劳动模范李季春。

大家参观了天化麻业有限公
司纺纱车间，亲身体验纺纱工人
工作的艰辛。同时，认真聆听了
李季春同志先进事迹介绍，为她
爱岗敬业、刻苦学习、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的精神所感动，纷纷结

合自己岗位谈体会，表示要珍惜
职业、珍惜岗位、懂得感恩。在地
税工作中，要以李季春同志为榜
样，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
于开拓、争先创优的劳模精神，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
绩。

双方还开展了互动活动，共
同诵读散文诗《新春的脚步声》，
共同高唱歌曲《走进新时代》。

通山县地税局党员干部

走进扶贫村 共同谋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成恬报道：3

月1日，通山县地税局的党员干部
在班子成员的带领下分为三组，
分别赴南林镇港路村、青垱村，大
路乡余长畈村开展“吃连心饭、叙
干群情、商发展计”活动。47名党
员干部共走访70户贫困户，捐款
4900元，购米、油、菜等物资与三
户贫困户一同进餐，聊家常。

走访中，县局领导将物资送
到扶贫户的手中，并亲切地与精

准扶贫户进行交流，仔细询问贫
困户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并认真
做下记录。

县局领导还分别参加了各村
召开的扶贫攻坚会，共同商议精
准扶贫工作的举措。各驻村工作
组将根据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地制订
出帮扶计划，共解发展难题、共谋
致富思路，确保精准扶贫工作取
得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朱淑媛报
道：3月8日，为让广大女性度过一
个充实愉快、富有意义的节日，武
汉农村商业银行咸宁分行组织开
展了多彩活动，庆祝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

节日当天，网点为客户推出
“约惠女神节 优惠四重礼”活
动。赠鲜花、浓真情，凡来行办理
业务的客户均获赠鲜花，为母亲、
子女和爱人送上节日的问候；送祝
福、暖心房，推出“有爱不老·给自

己晚年更好的保障”、“爱情存单·
给你最好的爱”、“亲子存单·亲亲
我的宝贝”等“亲情定制”系列服
务，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

该行工会也组织了全体女
员工参与茶道与中医养生讲座，
中国生活流茶道创始人、《中国
茶道》丛书总主编、全国茶馆等级
评审委员会专家委员舒松老师作
为特邀嘉宾，为大家讲解了中医
养生及食疗方法和茶文化基础知
识。

武汉农商行咸宁分行

多彩活动庆祝三八妇女节

湖北银行推出“臻薪贷”
本报讯 通讯员尹锦华报

道：笔者近日从湖北银行获悉，该
行推出一款个人消费贷款产品

“臻薪贷”，该产品纯信用，免抵
押，免担保，贷款利率低，申请手
续简便，审批流程短，附加增值服
务，真心给广大金融消费者带来
便利和优惠。

据了解，“臻薪贷”针对人群
为行政事业单位员工、国企、金融
等优质行业白领、湖北银行工资
代发客户、湖北银行VIP客户和
住房按揭贷款客户，用途可用于
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员住房装修、
购车位、教育、培训、婚嫁、旅游等

消费支出。该款产品单户申请最
高额度50万元，申请人申请资料
简单，提供身份证明、工作及收入
证明等资料即可；办理流程短，从
申请到放款最快3个工作日；贷款
使用期限长，一次签约可循环使
用三年，随借随还；贷款成本低，
还款灵活，单笔贷款还款方式可
选择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或
者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提前还
款可自助操作，客户可通过个人
网银、手机银行发起主动还款，方
便快捷，如提前还款只收取使用
期限的利息，为客户最大程度节
约成本。

3月7日，咸宁农商行以“活力巾帼 幸福起航”为主题的“三八妇女
节”趣味运动会在市金叶体育馆举行，百余名女职工参与了拔河、踩气球
等各项趣味比赛。 通讯员 彭敬一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刘智利报
道：近日，崇阳县国税局被县委县
直机关工委授予“2017年度全县
基层党建工作优秀单位”荣誉称
号，并受到通报表彰。

去年，崇阳县国税局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
合税收工作实际，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以“融
入发展大局、优化纳税服务、推进
管理创新”为主线, 全面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为县域经济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成绩显
著，该局连续三年被崇阳县委县
直工委评为“基层党建优秀单位”
荣誉称号。

崇阳县国税局

基层党建工作创佳绩

一、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
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
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

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
收资金；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
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
传；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
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

回报；四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

是否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是否
向社会公开宣传，是民间借贷与非法
集资的重要区别。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知识

金融金融百宝箱百宝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