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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财经亮亮点

小程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工
作之初，有人上门来推销信用卡，在推销
人员热情的介绍下，小程痛快的办理了
一张。但不久后小程便发现，本应该是
方便自己生活的信用卡反倒成为了自己
的负担。

近日，在她和朋友诉苦时，在银行工
作的朋友分享了正确使用信用卡，让个
人效益最大化的几大方法。

信用卡又叫贷记卡，是一种简单的
信贷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发卡方，也就
是银行先将钱借给我们，给我们一定时
间的免息期，一般是五十天左右，让我们
弥补当前的资金缺口或者是提前购买自

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在账单日按时还款
即可。

信用卡作为一种理财方式，其实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使用信用
卡不仅能享受免息期，特别是一些大件
商品的购买，完全可以把当时要付的钱
用来购买一个月的理财产品。同时，信
用卡会每个月定期生成账单，如果绝大
部分消费都是走的信用卡，对于懒得记
账，没有什么花钱概念的人来说也是天
然的账目。

要想合理的使用信用卡，首先要把
握最佳刷卡时间。信用卡可以享受 25
至 56 天的免息期，最长和最短之间相

差一个月，原因就在于账单日。如果是
在账单日后的第一天消费，则可以享受
至少 50 天的免息期，而在账单日当天
消费，则只能享受25天免息期。因此，
在账单日之后消费，能享受更长时间的
免息期。

其次，在能够足额还款的情况下，
尽量少使用分期还款。因为信用卡分
期所产生的手续费是银行的主要收入
来源之一，分期的手续费总体算下来一
般较高，除非自己购买的理财产品能超
过信用卡分期的实际利率，否则尽量不
要分期。

最后，可以合理利用各大银行的信

用卡优惠。不同的银行为了鼓励客户用
卡，有不同的优惠活动。有的是信用卡
可以 9.9 元看电影，有的是五折享受美
食，有的是超市购物可随机立减1元到
99 元不等的金额……提前了解清楚信
息，及时关注优惠活动，也能帮助我们更
好的省钱。

形成自己的刷卡习惯，合理利用信
用卡是非常好的理财行为，但也要量力
而行，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合理使用。

使用信用卡的正确方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嘉鱼农商行

助力水产养殖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道：近日，嘉鱼农商行为嘉鱼县大

岩湖渔场杜先声等9户黄鳝养殖户整体授信230万元，一次性
解决了多户鳝鱼养殖资金缺口问题，这是该行推进“整场授信”
的一个缩影。

杜先声是嘉鱼县大岩湖养殖场水产养殖专业户，近几年从
事黄鳝养殖并连年喜获丰收，效益不断攀升，规模也逐年扩大。
今年他将鳝鱼养殖网箱扩大到5000个，农商行及时为他授信用
信贷款50万元，解决了资金燃眉之急, 今年预计年纯收入能超
百万元。

据悉，嘉鱼县水域面积广阔，水产养殖基地繁多。为进一步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效解决水产养殖
户资金短缺问题，嘉鱼农商行组织信贷人员，深入全县各养殖
场，“无缝对接”养殖专业户，调查建档，以场为单位逐步推进“整
场授信”，解决养殖户资金短缺问题，助力养殖户发展。

“‘整场授信’优化了贷款操作流程，简化了办贷手续，让养
殖户方便快捷获得信贷资金，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该行负责人说，下一步，该行将信用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全
面推进“整场授信”工作深入开展,助力水产业发展。

通山县燕厦乡理畈村是省级建档立
卡贫困村，以前，村集体没有任何产业，
经济收入为零。2013年通山县公安局
扶贫工作队进驻理畈村，每年，局里都会
选派一名局领导和两名党员干警作为工
作队队员，负责理畈村的帮扶工作。如
今，理畈村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000
元增长到2018年的5000元，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于2017年破零后逐年增长，到
2018 年村收入达 5万元，全村 139 户
455个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五大项目，助推产业发展

急群众所急，帮扶工作队结合理畈
村实际，通过入户调查，摸清理畈村139
户455个贫困人口的现状，根据其年龄
结构、技能特长等因素，帮助他们因地制
宜，发展种植养殖业等项目。近年来，先
后共投入150万元，发展了三基地一电

站一场：即3个林木、果木、油茶基地，一
家10头黄牛养殖场，一个光伏发电站。
现在村里每家贫困户每天可在基地干
活，给苗木、果树锄草、施肥，增加家庭收
入，参与基地管理的贫困户每年可从中
得到红利，养牛的贫困群众每年收入可
达一万元以上。

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理畈村通过
“村集体+产业+贫困户”模式，在扩大村产
业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村集体经
济实现零的突破，到2018年收入达5万元。

修路蓄水，方便村民生活

2015年，驻村工作队第一次到理畈
村，只见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破烂失修的
村级活动场所，极不方便的河沟饮水，是
大家对理畈村的第一印象。

桩桩件件，逐个摆上了工作队的扶
贫日程表，经过一番讨论，扶贫工作队决

定，先从修路迈开第一步。说干就干，经
与县里相关部门协调，筹资55万多元，
修建了下邓南山大桥、畈背人行桥、洪家
垅学校桥、洪家垅通组公路桥。一年后，
一条条崭新的水泥路，石拱桥从县乡主
干道直通理畈村，连接到村组农户。那
天，村民们脸上笑开了花儿。

路修好了，还存在“饮水难”问题。
理畈村地理位置特殊，由13个自然湾组
成，大多群众居住在山垅四岔之中，村民
饮水靠河沟、山溪水。为了让村民喝上
干净水，工作队先后争取上级水利资金
18万元，打水井，建蓄水池，逐年对理畈
村5个村民小组，700多家农户安装自
来水管，将清泉水引到各家农户。

“五个一”活动，贴心服务群众

“都是形式主义，过几天就走了，县
城来的人，能有几个受得住农村苦的？”

进村之初，驻村工作队就被当地群众定
了性。通山县公安局进村工作队员们耐
下性子，自带行李、炊具，吃住都在村里，
每天和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座谈。

理畈村不仅地理条件恶劣，就连村
级办公场所都是借用村小学教室办公，
村民们要开展文娱活动，都只能“看天眼
色”在露天场地举办。经多方协商，驻村
工作队帮助筹款52万元，历时一年，终于
在2018年10月完成了理畈村“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建起高标准村级卫生室，为
党员群众工作、学习、开展活动安好家。

几年来，通山县公安局驻村工作队
在认真做好驻村帮扶为群众办实事的同
时，还积极组织开展“五个一”活动，即每
年组织一次法律讲座、一次播春风送温
暖活动、一次技能培训、一次文化义演、
一次政策宣讲活动，通过“五个一”活动，
把老百姓的心越拉越近。

足印农家为民富
——记通山县公安局驻燕厦乡理畈村工作队

特约记者 王能朗 通讯员 朱丽莹

时值八月，天气异常炎热，下午严浩铭穿着短袖
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空调擦汗。旁边的同事说：“一脸
汗就别拼命对着吹，对身体不好。”严浩铭笑着说：“这
不是刚出去跑了一笔贷款吗，这天真是热死人。”

这时，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严经理吗？我
是老李啊！我的厂子最近承包了新业务，但产能跟不
上，现在急需一部分资金购买机器设备加大产能，你
能帮我下吗？”原来是一家加工厂的李老板。

虽酷暑难耐，严浩铭二话不说，立马驱车前往李
老板的工厂。由于加工会产生化纤浮尘，他一走进那
封闭式的厂房，就和工人们一样变成了毛茸茸的“孙
悟空”。经过一番实地摸底调查，统计经营情况，又和
李老板深入交流后，汗流浃背的严浩铭走出厂房时，
已是深夜。李老板感激不已，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
我的孙悟空，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严浩铭笑着摇摇
手，提着资料急忙赶回家。

看着家里亮着的灯火，他心头一暖，三步并作两
步冲进家门。年幼的儿子听见爸爸回来，躺在小床上
先是惊喜地从睡梦中睁开眼睛，又故作生气地别开头
不理爸爸。严浩铭无奈一笑，上前抱住孩子轻轻摇
晃，儿子被摇得受不了了，回头扑在他的怀里撒娇。
抬头看去，妻子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作为一个80后，他忙于工作很少照顾家庭，孩子
的成长主要靠着妻子操持，严浩铭觉得自己亏欠了妻
子很多。很感谢妻子能够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工作，让
他能够放开手脚，大步向前。

三天后，李老板的贷款如期到账，看着李老板满
心欢喜，严浩铭也舒了一口气。

随着工作岗位的调整，严浩铭来到了渔水路支行
任信贷主管。与其说严浩铭已经融入了渔水路支行这
个大家庭，不如说渔水路支行已经离不开严浩铭了。硕
果来自于加倍苦干，看似简单，却绝不简单。截止到目
前，严浩铭累计发放微贷185笔，共3462万元。

千辛万苦
解决客户痛点

我市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上半年工业企业新增贷款66亿元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胡炜光、刘为报道：记者近日

从市经信局获悉，上半年，全市工业企业贷款余额155.69亿元，
较年初增加65.65亿元，同比增长2.3%。

开年以来，市经信局联合市地方金融工作局、人行咸宁中心
支行等单位，聚焦民营、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搭建银企对接服
务平台，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各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推广质
押融资、产品融资、数据融资、纳税信用融资、出口退税融资等信
贷模式，加大工业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市直11家银行推出银税互动信贷产品，无需抵押也无需提
供流水，企业仅凭纳税记录就可以获得授信，累计为168户企业
发放贷款19268万元，纯信用贷款占比达到97.92%。湖北银行
缩短审批流程，小微贷款经内部贷审会审核通过后即可放款。农
行对办理低风险信贷业务的客户，可以不必评定信用等级而直接
进入贷款审批程序；对贷款余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房地
产抵押贷款，评级授信信用“三合一”，不必单独评级；对存量单户
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短期信贷业务，可不经贷审会议。

汉口银行咸宁分行

开展主题教育全员辅导党课
本报讯 通讯员饶坎、阮长磊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党性教

育，提高员工理论素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近日，汉口银
行咸宁分行邀请市党校教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辅
导党课，分行行领导、全体员工参加了党课活动。

党课系统阐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意义、
内涵及要点，结合十九大报告，对宏观形势进行分析，强调坚持
学习与创新，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动力，全面提升执政本领，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将理论学习贯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中，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护航。

此次党课让全体党员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有了进一步认识，从思想、认识、觉悟上有了进一步提升。

“金融白领”炼成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通讯员 左利华 祝艳婷

通山农商行洪港支行

真情服务群众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通讯员阮班勇、成传炎报道：如

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为百姓办事的效率？今年以来，通
山农商行洪港支行干部职工精诚团结，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形
成了“建好一个厅，带活一批人”的工作特色。

洪港支行在服务大厅设有会谈室、休息室，工作人员以一
张笑脸、一杯热茶接待来支行里办事的群众。为了方便百姓办
事，做到灵活快捷，该支行还专门开辟网上服务和短信服务平
台，群众无论办什么业务，要了解党的惠民政策，只要打开“洪
港支行”网就一目了然。群众要办理有关事项，只要发个信息，
就能在24小时之内办妥。

机关作风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效率的大提高。到目前，该
支行各项存款40140万元，比年初增加5831万元；累计发放各
类贷款6837万元，同比多放680万元，余额7891万元。同时，
该支行积极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向5家民营企业发放贷款1660
万元，支持发展花卉种植、硅矿冶炼、拉链加工等产业；向180多
家农户和贫困户发放贷款1290多万元，支持发展养牛、猪、羊、
刺猬、竹鼠、梅花鹿等养殖业和林木改造等种植业。

农发行通城县支行

投放2亿元贷款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讯 通讯员夏志强报道：8月1日，农发行通城县支行

成功投放2亿元涉农资金扶贫过桥贷款，用于支持通城县乡村
振兴农村环境整治，为今年通城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目标注入
强大动力。

今年以来，该行结合当地情况，创新扶贫方式，积极推动
“贫困村提升扶贫过桥贷款项目”落地实施，以切实行动为政府
融资融智。该行通过成立省市县三级联合调查小组，多次深入项
目现场，承接企业，与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座谈，深入剖析项目建
设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和融资需求。围绕“申报进度和管控风险”
两个中心，该行向项目流程要效率，在一个月内高效完成该县贫
困村提升工程过桥中长期贷款项目的受理、调查、报审工作，并
完成首笔投放。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1亿元，将改造农村道路86条，全长
256.21公里，完成荒山造林面积37148.10亩，并以改造一批宜居
村湾为目标，在部分乡镇改建农村景观小游园。项目建成后，将
明显改善该县贫困村交通运输条件，带动当地经济全面发展。

大家看到的银行工作人员，总是一身雪白

的衬衣，一条笔挺的西裤，拿着一份高额的薪

酬。人们羡慕的称他们为“金融白领”。

银行的工作人员称：其实，我们背后有着

很多艰苦的付出，有着很多艰辛的故事。

那么，“金融白领”是怎样炼成？咸安农商

银行员工严浩铭给出了一个答案：千山万水，

千方百计，千辛万苦。

千山万水
赢得客户支持

31岁的严浩铭，身材中等的他留着一头精干的
短发，一张瘦长的脸上常常带着几分微笑，却总是步
履匆匆。

初踏微贷之门，他秉承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的“螺丝钉”精神，跑遍咸宁城区各大专业市场。天
成家居、腾飞家具城、五金机电大市场，都是他奔跑
的身影。挨家挨户发传单、递名片、介绍产品等。

严浩铭虽然很努力地在上门走访，取得的效果
却并不好。因为遇到最多的情况是老板不在店里，
没有办法和真正的目标客户进行直接沟通。于是
他想到，自己没有这些老板的联系方式，物业公司
肯定有登记吧，于是找到各大市场的物业公司，想
方设法弄到了商户名单和联系方式，进行电话营
销。

“没空”“没时间”“没兴趣”“谁告诉你我电话
的？”“别跟我打电话行不行？”……虽然依旧见效缓
慢，有时候还被不理解的客户咒骂，但他没有气馁，
终于用智慧和坚定敲开了成功的大门，在专业市场
发放了第一笔微贷，打开了突破口。经过合作，该客
户感觉产品真的很不错，而且和严浩铭的交流与往
来都很舒服，从申请到批款的工作效率也很高，对他
的生意周转提供很大的帮助。于是这位老板就自发
地做起了“宣传员”，把严浩铭介绍给周边商户认
识。就这样，从小做起，以点带面，他的微贷业务逐
渐有了起色。

当时，咸宁农商银行小微贷初建，基层网点对各
类微贷产品并不了解，推广的速度较为缓慢。为响
应市行的号召，严浩铭不顾工作的艰辛，连续几日到
其他营业网点进行业务辅导，为同事讲课，熟悉产品
知识，为微贷的推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夜色中的灯光闪烁，映衬出他奔走的身影。他
说：“我只有不断奔跑，才能支持更多的商户和企业

‘加速跑’。”

“你怎么又来了？说了我们一直和其他银行合
作的，你回去吧。”温泉一家大型装饰公司的老板看
到走进店里的严浩铭无奈地说。

这个月，严浩铭已经来第三次了，看着严浩铭手
里的文件袋，老板直接拦住了他拿文件的右手，“小
严啊，老哥我虚长几岁，就直接说了，你那些宣传什
么的，回来的时候我就看了，我觉得很一般啊。就算
了吧，你一趟趟跑我们这里也辛苦。”

严浩铭笑道：“这回我不是要你给我推荐业务，
是我有事情找你帮忙啦。你看看我这套房子的结构
图，怎么装修比较好。”说着，从自己的手提袋里拿出
一张图纸来。正是他自己家里的一套毛坯房，最近
正准备装修。装饰公司的老板闻言一愣，接过了严
浩铭递来的图纸，接着两人就如何装修进行了一番
讨论，老板给出了初步方案。严浩铭没有提及装修
贷款的事情，拒绝了老板一起吃饭的建议，打了个招
呼就回去了。

等过几日严浩铭再到装饰公司来的时候，老板
笑眯眯地招呼道：“小严啊，你家那个房子准备什么
时候开始装啊？我这边还有两个客户最近也要装
修，要不然我帮你问问他们需不需要贷款？”严浩铭
闻言露出了笑容。最终严浩铭和这家装饰公司达成
了“家装贷”业务合作，在近一年的合作期内，共办理
了“家装贷”业务28笔，金额432万元。在这个小品
种上，严浩铭可以算是咸宁农商银行“第一人”了。

严浩铭说，装修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一件
大事，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装修贷款市
场前景较好。虽然前期很多同行都进行过探索，但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转暖，还是存在很多的潜在客户
和商机，就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找对方式营
销。在他看来，做微贷，就是要沉下去、勤走访、巧分
析，以简便的手续和优质的服务，切实提升办贷效
率，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

千方百计
满足客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