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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岁的华女士最近有个烦恼。原
来，前几年华女士刚工作时，在父母的支
持下，她购买了一套五十多平一室一厅
的小房子。

这套房子华女士的父母帮忙出了首
付，剩下的部分由华女士自己依靠银行
的商业贷款，每月按时还贷来支付。华
女士烦恼的就是，自己也工作几年了，加
上最近刚发了年终奖，手上有了一些积
蓄，要不要提前还贷？

“虽说每个月的还款额也不算很多，
但有这么一笔钱在欠着，每月都要还，心
里总是不太舒服，而且时间越长利息越
多。”华女士向朋友抱怨道。“正好现在手
里有五六万，不如一次性还了吧！”

听了华女士的倾诉，学金融的朋友

表示，“先不要急着提前还贷，先衡量两
个指标，家庭偿债指标和收益指标。”

家庭偿债指标衡量的是家庭的还款
压力。一般来说，家庭偿债指标不宜超
过百分之五十。如果月收入低于 5000
元，则偿债指标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更安全。

华女士工作的单位效益不错，她本
人工作也十分努力，基本上月收入都在
5000元以上，目前需偿还贷款的也仅这
一项，每月还款额不过千余元，偿债指标
很低。

收益指标指的是“钱生钱”的效率。
这个用每年的投资收益除以自己的投资
资产就能得到。当收益指标低于贷款利
率，闲置资金带来的收益比不上贷款带

来的利息支出时，提前还贷才更划算。
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方女士也表示，

银行的还款方式分为等额本金和等额本
息两种。

等额本金是将贷款额总额平分成本
金，根据所剩本金计算还款利息。也就
是说，这种还款方式越到后期，所剩的本
金越少，因此所产生的利息也越少。在
这种情况下，当还款期超过1/3时，借款
人已还了将近一半的利息，后期所还的
更多是本金，利息高低对还款额影响不
大，只有还款期还未到1/3时，提前还贷
才更划算。

等额本息是指把按揭贷款的本金总
额与利息总额相加，然后平均分摊到每
个月中。其中每月贷款利息按月初剩余

贷款本金计算并逐月结清。也就是说，
每月还款额中的本金比重逐月递增、利
息比重逐月递减。到了还款中期，已经
偿还了大部分的利息，因此提前还贷意
义也不大。

提前还贷主要是为了减少利息，尤
其是在贷款的前几年，本金基数大，利息
相应也高。因此，如果是在贷款的前几
年，尤其是前5年间提前还贷，使总贷款
中的本金基数下降，在剩余的贷款中利
息负担减小，才会更划算。

提前还贷划算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面对金融行业的新形势、新要
求，嘉鱼农商行立足“零售银行”发展
战略，不断加大小微贷开发与投放力
度，优化信贷结构，推动全行信贷业
务转型发展。截至去年底，全行小微
贷余额3.55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
8.99%，小微贷客户数1987户，户
均贷款余额不到20万元，不良率仅
0.62%。

财经视窗做活小微贷大文章
——嘉鱼农商行微贷营销开启“零售银行”新模式

通讯员 杨惠春

为拓宽小微贷客户，该行组织信贷
人员长年深耕四区。

一是做好网点圈环客户建档。各支
行以本网点2公里为半径，逐户拜访建
立客户档案，建档率至少在80%以上
后，逐步向外扩展一公里，继续开发新客
户建档。二是做好金融网格服务包片。
支行按照金融网格化管理要求，小微贷
客户经理服务辖内行政村组、社区的金
融网格员，广泛对接辖内小微贷客户，每
月金融网格员至少要拜访一次村（社区）

委会，并认真收集或分析客户潜在需求
信息及意见建议。三是逐步推进整体授
信。按照三年内要向全县家庭授信全覆
盖的任务目标，结合实际，大力推进整
村、整街、整单位的授信，提高微贷覆盖
面。四是开展活动促销。利用节假日外
地客户返程、商户集会、村组开会等活
动，目标客群比较集中的场合，批量营
销、批量获客，做到事半功倍、百花齐放。

为逐步满足各类客户的小微贷需
求，该行按照省联社的产品进件要求，在

完善省联社通用产品基础上，逐步推出
区域性小微贷产品。一是引导推广组合
产品。对按揭、ETC客户推广福e贷、车
主e贷产品；对全县纳税AB类客户，对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推广税e贷；对公
司高管，推广白领贷；对公司员工，推广
亲情贷和市民e贷；对公司上下游客户，
推广工资代发、缴费易等业务。二是主
推场景化产品。结合辖内特色产业特
点，针对蔬菜、水稻、鱼、螃蟹、鳝鱼、莲藕
等农副产品产、供、销特点，针对性地开

发一批产业营销专案，用亲情贷、福e
贷、嘉农贷等产品对接一批，对于规模需
求量大、特征明显、与现有产品不配套
的，积极申报新产品开发需求，将专案升
级为专项区域产品。

目前，该行累计推出小微贷产品30
余个，满足了各类客户的需求。

强化市场开发

财经财经亮亮点

走在南嘉大地上，无论是偏辟的农
村山区，还是繁华的城镇街道，到处都可
见嘉鱼农商行宣传小微贷的“身影”。

为全面推广小微贷产品，提高社会公
众对小微贷产品知晓度，该行在全县城乡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重点宣传小
微贷政策、产品、申办程序、金融服务等知
识。一是开展墙体广告、横幅、宣传册等形

式宣传；二是通过摆摊、发放宣传品、路演、
车辆巡回广播等方式有的放矢开展集中宣
传；三是定期与不定期召开个体工商户等
各类客户参加的对接会、座谈会，进一步宣
传小微贷信贷优惠政策，并广泛征集社
会公众客户的意见建议；四是采取系统
数据抽取、电话回访、实地核实等方式，
对小微贷服务、产品要求、金融服务情况

进行抽查、监督、检查，加深公众亲活力。
为强化队伍素质。该行配备一支业

务素质过硬的小微贷专业队伍。一是着
眼零售客户营销，定期不定期聘请小微
贷专家，加强客户经理培训指导，尤其加
强对数据采集、营销技能、贷款产品、行
业常识等方面的业务知识培训，全方位
提升小微贷专业队伍的综合业务素质。

二是以网点转型为契机，在全县员工中
陆续选拔优秀员工充实小微贷团队，迅
速推进微贷技术的复制和推广。三是按
月评选营销先锋和业务营销标兵，使其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业绩较差、营销意
识淡薄的小微贷客户经理严格落实淘汰
机制，进一步净化营销队伍，提高微贷团
队的战斗力。

强化宣传造势

为加快小微贷的推广，不断完善营
销“渠道”，围绕零售贷款服务组织部室
改革，成立小微零售业务部，畅通小微
零售贷款业务管理渠道。

一是加强支行渠道建设。各支行
配备小微零售管理员一名，小微零售客
户经理若干名，小微零售客户经理不营
销传统公司贷款，专门营销小微贷产
品；二是加强网营渠道建设。改造和优
化小微零售信贷系统，引进第三方评分

卡技术成果，深化了网营渠道，将本地
区域化产品线上化，并覆盖外出务工客
户群；三是加强电营渠道建设。各支行
明确一名小微零售专职电销员，负责收
录下发的白名单客户信息，定期不定期
开展电话联系等工作，精准获得客户，
实施数字化转型，让金融服务更精准。

为进一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加
速推进网络金融服务转型升级，提升
办贷效率。该行一是开发推出了小微

贷产品网上“闪电申贷”平台，小微贷
客户申请贷款只需通过平台提交，该
行客户经理便会上门服务、上门签约，
符合条件的 3天内可成功办理贷款；
二是优化贷款流程，各类微贷客户小
微贷申请通过网上预审批、进度查询、
咨询交流等，实现了系统、渠道、流程、
信息、管理等多方面整合，提高了客户
办贷智慧化程度，推进了农商行个贷
业务模式的转型。三是实行“首问负

责、限时办结、阳光办贷”制度，严格执
行限时办结制，客户经理为客户服务
实行“一杯水”原则，出现不遵守“阳光
信贷”、“一杯水”原则嫌疑的，纪委和
监察部门介入，严查重处。四是推行

“无缝隙”续贷模式，对到期贷款提前入
手，实现贷款无缝对接，减少客户因还
款续贷形成的资金成本压力，加快办贷
效率。

强化渠道建设

湖北赤壁长江村镇银行

支农支小服务民生
本报讯 通讯员张兴报道：去年以来，湖北赤壁长江村

镇银行坚持“支农支小，服务民生”的市场定位，全面服务赤
壁城乡建设发展。

截至2019年11月末，全行存款余额67685.49万元，贷
款余额 41060.37 万元，涉农贷款 39891.96 万元，占比
97.15%；小微企业贷款38027.15万元，占比92.61%，未涉及
投融平台等政策限制类行业,贷款户均余额41.77万元。

农村金融市场广阔，该行落实差异化营销，加大村湾走访，
落实责任田制，管片划村，责任到人，每月定期到乡镇村湾走
访，加强与农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对接，加
大贷款投放力度，助力三农发展。截至2019年11月末，全行
投放涉农贷款39891.96万元，涉农贷款占比97.15%。

该行针对小微客户特点，坚持做到金额可大可小，支持
额度从5000元到50万元不等。期限可长可短，押品可有可
无，重点关注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基本采取信用贷款形
式。截至2019年11月末，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027.15
万元，占比92.61%，全年新投放小微企业贷款284户，贷款余
额6142万元，贷款户均21.63万元。

汉口银行咸宁分行

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赵威燃报道：为使社会公众知晓新版人

民币发行的相关事项，了解新版人民币的特征和防伪知识，
保证新版人民币发行后的顺利流通，近日，汉口银行咸宁分
行走进邻里社区，组织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活动。

该行以营业网点为中心，根据周边区域特点，深入周边
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展开人民币知识宣传。此次活动以
宣传新版人民币为主要内容，通过发放新版人民币宣传折
页、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人民币防伪知识，还邀
请公众参与二维码扫描“2019年新版人民币防伪知识问答”，
强化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让公众远离假币侵害。此次活动累
计发放宣传折页80余份，接受现场咨询50余人次。

通过宣传，增强了广大市民对新版人民币的认识与了
解，同时也加强该行与周边社区居民的互动，树立了汉口银
行良好的社会形象。

通山农商行

创新信贷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报道：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突出做好金
融服务脱贫攻坚工作，通山农商行紧扣扩面增效，加快扶贫
产品创新，助推金融扶贫见实效、共发展。

该行在精准上下工夫，创新扶贫攻坚新模式，进一步加
大扶贫贷款投放，围绕金融扶贫需求，创新推出农村“三权”
抵押贷款、“助农贷”贷款、账户流量贷等涉农信贷新品种，不
断深化“四结合”金融扶贫机制，通过数据、政策、产品、服务
的精准对接。此外，还梳理总结了特色农业带动、龙头企业
带动等多个精准扶贫模式，真正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当
好金融扶贫主力军，以产业扶贫助推脱贫攻坚带动经济社会
发展。截至目前，该行发放新品种贷款120户共3亿元。

工行咸宁分行

为贫困户铺平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徐浪、通讯员肖满诗报道：1月3日，工商银

行咸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杨与该行党委班子等一行，带
着慰问物资来到通山县夏铺镇青山村，为这里的贫困户和孤
寡老人送去了一份寒冬里的温暖。

扶贫干部来到贫困户家中，送上慰问品，与帮扶对象面对
面交谈、心贴心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近况、健康状况、子
女就业及上学等情况。

当天，工商银行一行还在青山村村委会召开了一场特殊
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2019年工商银行咸宁分行青
山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情况，并对2020年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动员全行员工为青山村全面脱贫攻坚助力。

刘杨表示，2019年，工商银行全年累计组织帮扶资金
217万元，帮助销售农特产品25万元，实现了剩余贫困人口
10人全部脱贫，推动了贫困户脱贫成效巩固和农户增收。
2020年该行全员将不遗余力继续支持青山村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现该村脱贫增收致富。

开启绿色通道提前即享赔付

新华保险彰显保险关怀
本报讯 通讯员邱爱华报道：近日，家住嘉鱼县的徐女

士收到新华保险公司送达的保险金10万余元。从其丈夫患
病到不幸病故的近一个月时间内，她深切地感受到了人间的
温暖和保险的关怀。

2009年7月份，在亲友的推荐下,徐女士为35岁的丈夫
周先生在新华保险咸宁中支投保了一份《吉星高照A款两全
保险(分红型)》和《附加08定期重大疾病保险》，保额均为5万
元，年交保费2805元。

2019年10月，周先生出现身体乏力、下肢水肿并伴腹腔
积液等症状，在当地医院治疗后一直未见好转，便紧急转往
湖北武汉某大型医院治疗。但不幸的是，10月底，经血液骨
髓穿刺术诊断,周先生确诊为淋巴瘤白血病，且伴随重度血
小板减少症、肝衰竭、脑萎缩等多种疾病。

11月初，新华保险客户服务人员接到徐女士报案后，立
即组织人员安排回访。针对周先生尚未出院仍在治疗的特
殊情况，新华保险咸宁中支客服服务人员协助徐女士取得病
理报告和相关就诊资料，并于11月14日申请理赔。经过审
核，当天即向周先生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5万元。3天后，周
先生因病情再次加重，最终医治无效而不幸病故。新华保险
客服人员再次回访家属，主动指导其办理理赔手续，并将10
万余元保险金送达保单指定受益人徐女士账上。

图为该行工作人员深入商区个体经营门店开展微贷产品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翁琦报道：岁末天
寒,情暖人心。通山县税务局由党委委
员带队分别深入5个包保村，向贫困户
送去了节日的问候和组织的关怀。

每到一处，包保干部都与贫困户亲
切交谈，嘘寒问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
体状况及家庭生活情况，送上食用油等
生活用品，并自掏腰包，购买食材，在贫

困户家中与贫困户一起洗菜、炒菜、做
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话家长里短，
聊大事小情。一桌丰盛的“连心饭”，饱
含着包保干部与贫困户之间真挚的情
谊。

饭后，包保干部进一步询问贫困户
收入情况以及当前还存在哪些困难，一
再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充分依

托当前各项帮扶政策尽快实现家庭增
收，努力改善生活条件。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局以精神扶
贫、产业扶贫、政策扶贫为抓手，以改
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着力点，研究
制定帮扶措施，共建贫困帮扶机制，确
保结对帮扶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
到户。

为改善村民人畜饮水和生活环境
设施，该局投入资金15万元，并积极向
相关部门争取资金，帮助完善五个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修路7处，共860米，安
装路灯52盏，完善文化广场7处，完善
公共设施6处，切实改善了贫困群众的
生活条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

通山县税务局

深入包保村开展节前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