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金融机构
始终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
理念，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
式，将无障碍服务纳入营业
网点整体服务管理，针对老
年人和残障士人等弱势群
体，量身打造有温度的服务
举措，满足了特殊客户群体
的切实需求。

7版
责任编辑：马丽

电话：0715—8128771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E-zhuma0723@163.com泉都财经 咸宁市地方金融工作局
咸宁日报社 联合主办

财经视窗

打通绿色通道和无障碍通道，设立
爱心专座，配备老花镜、放大镜、轮椅、拐
杖、语音播报式验钞机、雨伞、应急药箱、
专车接送等服务设施……

近日，走进通城农商行塘湖支行，市
民发现，这家银行“适弱化”服务功能大大
提升。

据介绍，为推进老年人支付便利化，
满足老年人支付需求，人行咸宁市中心
支行积极推动通城农商行塘湖支行创建

乡镇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支付服务“乡镇
示范区”活动，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提
供更全面的助老服务。

营业网点是金融服务的主要场所，
为使塘湖示范区落地生根，人行咸宁中
支联合通城农商行塘湖支行在充分调研
弱势群体支付需求的基础上，针对老年
人特点，打造更人性化的服务环境，让老
年人感到方便、快捷、安全。

在合理保留传统人工服务窗口的基础

上，布设了具有存折业务功能的智能柜台，
方便老年客户存取现金，并安排经验丰富、
沟通能力强的员工担任专职大堂经理，对老
年人等特殊群众的现金服务做好引导。

通过配备引导人员、开设专门 窗口、
细化工作指引等方式，充分保障老年、残障
等特殊群体运用智能机具方面的基本需
求，鼓励他们在智能机具上进行实际操作。

为更好满足老年人金融服务，人行咸
宁市中支对塘湖支行员工进行每月至少一

次的老年金融知识专业性培训，还制定《营
业网点特殊群体服务规范》《营业网点特殊
群体应急服务指南》《营业网点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等制度，保障服务质效持续提升。

除营业网点外，此次示范区创建极
大地延伸了金融触角，适老化支付服务
涵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便民金融自
助服务点、超市、卫生院、车站等地，最大
限度方便客户，让特殊客户在家也能完
成金融服务需求。

市中支助推通城农商行
创建特殊群体支付服务“乡镇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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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上门跑一趟，
你们的服务真是周到又贴心！”近日，工
商银行赤壁支行员工为特殊客户提供
上门服务，受到客户及其家属的高度赞
扬。

当日，赤壁市税务局行政服务大厅
相关负责人周斌致电工商银行赤壁支行
营业部相关负责人马力，希望该行能为
一位特殊的纳税人提供一次特殊的金融
服务。

原来，赤壁市税务局行政服务大厅

要为身残志坚的纳税人石某办理退税服
务，但这位纳税人因病常年瘫痪在床，无
法前往税务大厅办理退税 。

税务部门指导石某在湖北税务app
手机上自助办理退税 ，但他在银行预留
的手机号码变更了，没有办法在湖北税
务app上进行绑定银行卡账号退税，必
须通过银行变更预留手机号才能绑定银
行卡账号退税 。因为身体原因，石某不
能前往银行柜台办理。

工商银行赤壁支行营业室工作人员

了解了这位特殊纳税人的具体情况后，
向税务部门承诺一定尽快解决好这位特
需纳税人的具体业务困难，并立即向支
行领导汇报具体情况。

本着为特殊客户提供“特事特办”的
服务原则，该行立即派工作人员携带上
门服务设备，为客户做好银行预留手机
号码的柜面变更业务，并现场指导这位
特殊纳税人做好在湖北税务app上的银
行卡账号绑定业务。

在预留手机号码变更业务办理完结

后，石某及其家属对工商银行工作人员
的上门服务感激不尽。

工商银行咸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直以来，咸宁工行坚持以客户服
务为中心，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
急，时刻把服务好客户放在日常工作的
首位。用有温度的实际行动每一个客
户解决好每一个问题，在坚持合规、严
守风险的同时，努力把客户服务工作做
好、做细，为客户提供便民、高效、贴心
的服务。

2 工商银行赤壁支行
上门服务获残障人士点赞

“您好，我母亲患重病住院，她的退
休工资通过社保卡发放，请问我可以代
母亲激活社保卡吗？”近日，客户曾女士
来到中国银行咸宁经济开发区支行，要
求代其住院的母亲激活社保卡业务。

该行工作人员一边耐心解释按照银
行制度规定，激活社保卡必须本人到场，
一边立即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安排专人
携带便携式移动柜台终端，前往医院为

曾女士母亲激活社保卡。曾女士和其母
亲对该行人性化服务特别满意和感动。

据悉，该行在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
同时，以客户为中心，积极考虑服务“适老
化”改造，多项举措为“银发族”提供有温度
的服务，助力老年客户跨越“数字鸿沟”。

该行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改造和
增添服务设施，在网点显目位置公示服
务电话，设有“温暖角”，配有老年人爱心

专座、饮水机、急救箱等便民服务设施。
在服务流程上，该行厅堂服务专员全程
陪同老人办理业务，特别对电子化自助
设备的使用，进行全程指导，辅助办理，
化解老年客户的不便。

结合老年客户群体的需求，创新推
出整合支付结算、健康医疗、公共服务等
综合功能的一站式便利产品。对于因特
殊原因一时无法亲自到营业网点办理业

务的老年客户，开设绿色服务通道，提供
上门办理等延伸式服务，运用便携式柜
台终端为特殊老年群体、残疾人群体提
供上门服务。

同时加强老年客户群体金融知识宣
传力度，该行组织义务服务小分队和党
团员志愿者，在闹市中心搭起宣传咨询
台，为市民特别是老年客户宣传反电信
诈骗、手机银行等金融知识。

3 中国银行咸宁分行
个性化金融服务温暖“银发族”

近日，在崇阳县铜钟乡坳上村乡馨莲
藕种养专业合作社所承包的荷田里，墨绿
的荷叶挨挨挤挤，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

盘；隽秀的荷花摇曳水面，阵阵沁心的清
香迎面扑来；水池里，三五村民正在清洗
沾满泥水的莲藕，准备装车销往县城的菜

市场。
铜钟乡坳上村从2016年开始引进

湘莲种植，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荷花小
镇”名声渐起，如今形成了占地100多亩
的莲藕基地，乡馨莲藕种养专业合作社
也应景创办，依托“合作社+基地+农户+
市场”经营，将“观荷花—育泥鳅—采莲
子—挖莲藕”的模式引入村集体经济建
设的发展链条，实现了助力脱贫和生态
经济双赢。

从种莲卖莲到休闲采摘，再到莲膳药
膳，小小莲子带动了农户脱贫，激活了莲
农增收“一池春水”。村里贫困户沈佛送
承包种植莲藕20亩，全家人均纯收入2
万多元，不仅被评为“市级脱贫致富之
星”，还得到1万元的国家补贴。

随着“荷花小镇”名声越来越大，莲藕
售卖也越来越俏，坳上村荷塘的莲藕成了
市民眼中的“香饽饽”。

“种藕我们是一把好手，但办税就
摸不着头脑了。”合作社负责人沈简军
表示，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大，税务
干部政策辅导也很及时。早在合作社
成立之初，崇阳县税务局第一时间送上
《农民工就业创业税收政策指引》《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指南》等税收政策，根
据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
值税、农林牧渔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等
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合作社的税收几
乎是零。

“我们一分钱的税没有交，税务局的
服务却一点都不落下，经常上门宣传辅
导，让我们这个村集体合作社的发展信心
更足了！”沈简军说。

税收政策和涉税服务助力合作社越
办越红火，也让莲农的生活越过越滋润。
一对李姓夫妻是合作社社员，几年前南下
打工，这几年听闻家乡建设越来越好，毅
然辞职回家加入了合作社。

夫妻俩欣慰地说：“外出打工顾不上
家庭，着实不安心。现在在家打工，赚的
钱不比以前少，自产自销的莲藕不用交
税，领到手的钱都是实打实，我们心里踏
实得很。”

“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大背景下，坳上村湘莲产业正逐步发
展壮大，2020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9.7万元，湘莲产业已成为坳上群众增收
致富的‘摇钱树’，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坳上村支部书记沈亚东说。

税收政策优惠，涉税服务给力，崇阳县铜钟乡坳上村——

湘莲产业花开富乡邻
通讯员 肖云梦 刘智利

市中支赴驻点村

开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系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夏旺春、段洵报道：9月8日上午,人民

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前往通山县闯王镇刘家岭村，开展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首站来到刘家岭村村委会，举办“金秋助学 爱心
圆梦”捐赠仪式，中支“小黄帽”志愿服务队向刘家岭村低保
户贫困学子阮小（化名）捐款5000元，鼓励她勤奋学习，回
报社会。

随后，中支“小黄帽”志愿服务队前往闯王镇中心小学，
开展“金秋助学”爱心捐赠活动，向校方捐赠400余册图书
及10余份学习用品。

之后，志愿服务队一行前往通山县农村商业银行闯王
支行、宝石支行开展座谈调研，了解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情况。在刘家岭村金融助农服务联系点现场调研金融惠民
服务情况，前往梨园产业基地、黄精药材基地实地调研产业
发展情况，询问金融服务需求，商议具体可行的金融方案。

通山农发行

助推通山建首个智慧停车场
本报讯 通讯员吕小龙报道：今年以来，农发行通山县

支行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作用，
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输送金融力量。近日，该行成功投放
通山县城市停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首笔贷款1.5亿元，用
于通山县智慧停车场建设，切实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个集中式智能停车场及11条道
路路侧停车区，形成7935个停车位，依托“互联网+智慧停
车”实现精细化停车管理，能够弥补停车位缺口，解决“停车
难”“乱停车”的问题，促进通山县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将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下一步，农发行通山县支行将继续以国家政策为导
向，以十四五规划为引领，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重点，
持续加大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发挥政策性金融
的优势。

中行咸宁分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地见效
本报讯 通讯员邵枫报道：今年以来,中行咸宁分行

围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主题实践活动，成效显著。

该行结合实际提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推动
解决基层员工最急最忧最盼的实际问题,切实解决基层的
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

截至目前，该行对机关大院停车场、地下排水系统进行
改造升级，有效解决员工停车难问题；对青年员工宿舍和员
工办公室进行改造修缮，统一更换损坏的空调设备；为女职
工购买重大疾病保险，安排心理咨询和医疗健康讲座；进一
步优化绩效工资发放比例，为基层内控管理人员适当增加
岗位津贴;组织开展“高温送清凉”活动,分行领导亲自为基
层一线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做实老党员、困难党员、退休员
工的关怀慰问工作，关爱弱势群体，把党的温暖送给员工。

该行组织领导干部、党员、共青团员、驻村工作队队员
分别下沉社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共计280多人次。该行
还开展创文固卫、交通劝导、关怀留守儿童等志愿服务活
动，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了中行温度。

咸安农发行

助力星星竹海景区提档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覃文耀、朱凡报道：近日，咸安农发行

向咸宁绿业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贷款1亿元，用于星星竹海景区提档升级项目建设。该项
目获贷款审批3亿元，此次为首笔投放。

该项目主要对星星竹海风景区的道路环线进行升级改
造，并对花纹街片区、入口服务区、知竹山居片区、高山胡片
区等四大片区的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旅游景点进行升级
改造。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将丰富咸安区旅游产品供给、增强
当地旅游发展后劲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动当地特色产
业提档升级，提高景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星星竹海项
目提档升级创建目标的实现。

同时，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吸收就业的方式，拓宽了贫困
农民的增收渠道，带动景区附近群众通过就近创业就业的
方式持续稳定脱贫致富，为全面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贡
献农业政策性金融力量。

热情服务温暖特殊群体
——我市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9月2日，工行咸宁分行组织小分队，到乡村振兴驻点
村开展反电诈及远离跨境赌博知识宣传进乡村活动。活
动通过向广大村民讲解电信诈骗、反洗钱、安全支付和惠
农通等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反电诈、防范跨境赌博诈
骗的意识和能力，营造了全民打击赌博及电诈违法犯罪的
良好氛围。

通讯员 汪崇雄 廖宗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