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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我市共7家银行有扶贫贷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中心
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了解到，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主要包括三类：个人精准扶贫
贷款（扶贫小额信贷）、产业精准扶贫贷
款及项目精准扶贫贷款。其中，个人精
准扶贫贷款主要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
人口，项目精准扶贫贷款主要服务于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项目贷款，而产业精
准扶贫贷款则是用于发展产业并对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具有扶贫带动作用的
贷款。同时，三类扶贫贷款将分别根据

项目、产业、借款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期限、利率和用途。

据悉，我市共有农行资阳分行、农
发行资阳分行、资阳农商银行、安岳农
商银行、乐至农商银行、邮储银行资阳
分行及资阳民生村镇银行等 7 家银行
有扶贫贷款项目，主要是为扶贫部门确
定的具有完全劳动力、有贷款意愿且年
龄在 18周岁至 65周岁之间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服务。

那么，这七家银行针对扶贫贷款项
目各有何不同？为此，记者进行了实地
走访。

特色产品
让贫困户能快捷贷款

“农行有自己的特色扶贫贷款：‘扶
贫快农贷’，是一种线上化作业的扶贫
小额贷款。”农行资阳分行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金穗扶贫快农贷是农业银
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批量采集
内外部数据，建立信贷模型，采取信用
方式发放贷款，支持政府增信等多种担
保方式，实现系统自动审批，让建档立
卡贫困户能快捷用信的扶贫小额贷款，
并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记者从乐至农商银行了解到，该行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推出了一款免抵押、
免担保、纯信用、政府全额贴息的扶贫
小额信用贷款产品。该产品坚持普惠
金融，延伸服务到村（社区）；坚持评级

授信为民，注重诚信度、劳动能力、技能
考察；坚持利率优惠为民，执行人民银
行同期限档次基准利率。

“对政府贴息的扶贫贷款，严格按
照规定利率执行，对其他非贴息类的扶
贫贷款或农户贷款，均按优惠利率执
行，平均优惠幅度在 40%左右。”安岳农
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该行为降低贫困
户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对扶贫贷款
开辟“绿色通道”，实行限时办结制度，
其中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从申请到审批
发放，最快半天即可完成。

依托产业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将产业带动作为扶贫贷款的依托，
引导贫困户积极参与到各种产业中，邮
储银行资阳分行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采取“种
养大户+贫困户”“龙头企业（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贫困户）”等多种合作方式，
探索合伙经营、合作经营、联合经营、生
产带动、寄养、代养等经营模式，通过产
业带动经营，使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资阳农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该行一直积极探索产业扶贫“1+N”
的模式，积极引入多家企业的农业发展
项目，通过土地流转、提供就业岗位，免
费或低价提供种子、种苗、销货渠道等
方式，带动贫困农户脱贫。

“坚持‘产业促脱贫’主要是为了彻
底拔除‘穷根’，变‘输血’扶贫为‘造血’
扶贫。”资阳民生村镇银行的相关工作人
员说，该行向黑山羊养殖企业授信，由企
业将母羊送给贫困户寄养，母羊产仔后，
贫困户将仔羊归还企业，母羊所有权归
贫困户，以产业带动贫困户彻底脱贫。

而农发行资阳分行按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要求和“条件特惠，保本不
盈利”的原则，紧扣“扶持谁、谁来扶、怎
么扶”的问题，建立特惠绿色办贷通道，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落地”。

据悉，近年来，我市抓好“普惠金融
进村入户、扶贫小额信贷精准落地、产业
发展带动扶贫、项目支持助推扶贫、定点
帮扶引领扶贫、统计监测确保统计精准
性”六大重点工作推进金融精准扶贫，截
至今年6月末，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已
达26.16亿元（含已脱贫人口贷款），较年
初净增 7.06亿元，扶贫贷款平均利率为
5.09%。其中，项目扶贫贷款增速位居全
省第一，扶贫小额信贷不良率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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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扩大养殖规模，
但资金上缺一些，就
想了解一下国家有没

得相关的扶持政策？”家住雁
江区的黄女士是搞养殖的，近
来想扩大养殖规模，却出现资
金短缺。像黄女士一样想要创
业却苦于没有资金的人不少，
而扶贫贷款的出现，正好解了
他们的燃眉之急。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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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办理的现钞币种

美元、英镑、港币、新加坡元、日元、加元、澳元、欧元、泰铢、
韩元、新台币、澳门元、瑞士法郎、新西兰元、瑞典克朗、丹麦
克朗、挪威克郎等 20多种（除前 11种外，其他币种皆需提前
预约）

英镑、港币、美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瑞典克朗、丹麦克郎、挪
威克朗、日元、加拿大元、澳元、欧元、卢布、澳门元、泰国铢、新西
兰元、巴西雷亚尔、印尼盾、韩国元、台湾元（部分币种需预约）

美元、欧元、港币、英镑、日元、加拿大元、澳元、新加坡元、瑞
士法郎（除前 3种外，其他币种皆需提前预约）

港元、美元、日元、欧元、澳门元、新加坡元、英镑

无

美元、日元、英镑、澳元、港币、欧元

”资阳在哪个银行可以换外币？”
“银行说是换美元有限制哇？啥子限制
哦？”“出国旅游，换好多现钞合适？”“儿
子在美国读书又要去公司实习，想买辆
车方便点，额度够不到咋个办呢？”在
日常业务咨询中，资阳市外汇管理局经
常碰到诸如此类的疑问。在涉外经济
活动不断活跃的今天，市民出国旅游、
留学、考察以及相关用汇机会大幅增
加，为方便大家了解掌握相关政策，特
摘选部分常见热点问题解答，帮助广大
市民掌握国家购汇用汇政策与注意事
项，做到合规、合理用汇。

一、关于换汇经办点及预约提钞
个人兑换外币需要到经外汇管理

局批准的外汇指定银行。目前资阳辖
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邮储行、成都
银行的分行及其下属部分网点受批可

办理个人外汇业务。以上各行均开通
了网银个人结售汇业务，额度内购汇和
结汇业务市民可在家自主操作完成。
对于现钞兑换、额度外购结汇等需现场
办理的业务，市民可以就近选择上述银
行的指定网点办理。下附资阳市个人
外汇业务经办网点情况表（特别提示：
因各网点外币现钞库存有限，建议提前
电话预约，尤其泰铢、日元等小币种外
币，便于银行预先进行现钞调配）。

二、关于携带外币现钞出境
建议出国尽量不要大量携带现钞，

原因一是国外银联、支付宝等支付体系
已经较为成熟，需要现钞支付的情况很
少；二是防止遗失和扒窃，中国游客喜
欢携带现钞已经成为国际周知，容易成
为小偷行动目标；三是在外币兑换时，
现钞的牌价比现汇低，比较起来并不划

算；四是提取大额外币现钞需要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根据《携带外币现钞出入
境管理操作规程》，携带等值 5 千/1 万
美元以上外币现钞出境，须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分别向银行/外汇局申领《携带
外汇出境许可证》，否则将面临现钞被
海关扣留的风险。出境建议携带有
UNION PAY标志的银联卡或带有VI⁃
SA/MASTER 标志的国际信用卡，如果
出境游确实有特殊大量使用现钞的需
要，可选择旅行支票等外币支付凭证，
取现简单，可找零，且海关不予管制。

三、关于剩余外币现钞的处理
出境游回国后多多少少会留存一

些未使用的外币现钞。就这些外币现钞
的处理，资阳市中心支局表示，可以选择
到银行结汇为人民币、存入个人外汇储
蓄账户或直接存入信用卡，用于抵减旅

游期间产生的信用卡境外消费欠款。需
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大额外钞，当日手持
外币现钞结汇或存入外币储蓄账户超过
等值5000美元（含），需提供经海关签章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
物品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币现
钞提取单据，外币现钞来源材料。

四、关于个人用汇额度及超额度如
何办理

我国一直实行个人结售汇额度管
理，即居民每人每年结汇/购汇额（分
别）在等值 5万美元内只需凭有效身份
证件即可直接办理。如有超出额度之
外的换汇需求，除身份证明外还需提交
有交易金额的真实性证明材料，如付学
费提供学校学费证明，购车提供购车合
同或发票等，经银行现场审核确认合规
合理后办理。（未完待续）

个人外汇业务常见问题集锦（一）

资阳市个人外汇业务经办网点

9月19日-27日，
“资阳农商银行杯”全
民健身邀请赛在市体
育馆举行。市体育馆
主馆和羽毛球馆分别
举行气排球赛和羽毛
球赛，三道拐足球俱
乐部举行足球比赛。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 本报记者 李小凤

小贝壳，一点也不小。名字与实
际规模的反差萌是它给所有顾客的第
一印象。

从 1996年一家 300平方米的老式
中餐小店，到如今占地 53 亩的园林式
美食城，其创始人许翔用了 22年。

“做人讲良心，做餐饮讲诚信。”是
许翔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
他一直坚守的承诺。

如今，乐至许多人都是小贝壳的
“粉丝”，当地不少四世同堂的家庭，从
一代二代的寿宴到三代四代的婚宴、
宝宝宴都锁定小贝壳，22年来，小贝壳
搬到哪里，他们的宴席就定在哪里。
许翔靠着“诚信”二字吸引着这些忠实
的“粉丝”。

“之所以叫小贝壳，且 22年一直未
改名，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童年美
好的回忆，犹如孩童拾贝，让人回归天
真。”1996 年，刚进入餐饮行业的许翔
首次将农村的坛子肉搬上餐桌，首创
的芦茅竹烤肉等菜品一经推出就名声
大噪，小贝壳因此一炮而红。22年中，
餐饮业竞争激烈，即使在客流量最大
的商圈，一家餐饮店开业一年半载就
倒闭、转手的并不少见。而小贝壳，从
1996 年到 2018 年，年年食客盈门，已
在乐至屹立 22 年，其秘诀就是本土食
客的支持。

22 年，小贝壳一直坚持以诚信服
务为衡量检验工作的标尺，在做好服
务的同时，对于原料采购、菜品质量、

卫生安全，都严格把关。在酒店的生
鲜区和蔬菜区，经常能够看到许翔忙
碌的身影，查看食材、检查卫生，细致
且严格；对于酒店购买的商品，他都会
要求商家明确标出商品的品名、产地、
等级、计价单位、价格等，并建立细致
的台账制度。

每招待一桌顾客，小贝壳的服务
员都会请食客们留言提意见，对其中
不满意或者有待改正的地方写出来，
这些建议许翔都会挨着翻看，从这些
消 费 者 的 评 价 中 归 纳 总 结 不 足 之
处。“餐饮最难的是创新和管理，在经
营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守信。”这话说起
来简单，落到实处并不容易，许翔的动
力来源就是这些一直支持他的本土食
客们。

2010 年，厨房因炼油不慎引起火
灾，巨大的损失让许翔萌生退意，但令
人意外并感动的是，几百名老顾客自
发来到店里清理现场，并安慰、鼓励他
和员工。想到这么多老朋友的支持，
他咬牙振作起来，三天后重新开业，并
在安全、服务质量和菜品品质方面进
一步提升。

以诚立本，以诚兴商。“公司发展
一天比一天好，我感觉要学和做的更
多了，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支持小贝壳，
我没理由半途而废。打开门做生意，
需要赚钱，可光顾我的大都是老顾客，
老朋友，就讲一个‘诚’字，价钱肯定童
叟无欺，质量更要有保证。”许翔初心
不改，把诚信经营这块金字招牌擦得
更亮，让诚信理念传播得更广。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服务不
满意要求退款，消协可协助处理。”记
者拨打“12315”消费者维权投诉热线
采访，工作人员回复称，退款需要工商
部门辖区工作人员、消费者、商家三方
协商，退多少如何退，不具有强制性。

“社会上不少这种案列发生，消费者充
卡需慎重。”该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
要选择有诚信、大型可靠的商家，不要
轻信口头承诺。充值时金额最好小一
些，即使遇到商家跑路损失也不大。

对此，记者采访了本报法律顾问
敖翔。敖翔表示，如果确实因为商家
经营不善而跑路属于民事纠纷，即使
商家在工商局注销，消费者也可拿起
法律武器进行司法诉讼。如果属于以
非法集资为目的的诈骗，消费者可报
警。敖翔提醒，消费者充值前可到《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商家
资质、经营状况、法人等信息或者用手
机下载《企信宝》查看，不要盲从，以免
受骗上当。

诚信兴商系列宣传活动乐至篇——

小贝壳:
把良心餐饮一直做下去

充值消费需谨慎

“局部按摩单次50元，成为会员10次450元。”“儿童游乐单次20
元，办卡20次200元，每次仅收10元。”“单次洗剪吹25元，办卡
充值后单次只收15元。”……这样的“优惠”常常与消费者不期而
遇。于是，超市卡、健身卡、美容卡、美发卡、美甲卡、保健卡、儿童游

乐卡等各种消费卡足以撑爆大家的卡包。虽然这样可以为大家带来方便、节
省开支，但如果遭遇了办卡套路，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么，办理消费卡都暗藏
哪些陷阱？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近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商家不诚信 消费者办卡如“羊入虎口”

案例一
雁城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遇

到过一次办卡后商家跑路的情况。
2014年，她在位于政府路一家 KTV 消
费充值，当时活动是充值 600元当日K
歌免单，李女士认为平时朋友多，一次
一般消费 200余元，一年去几次也就用
完了。本着“活动划算”的心理，李女
士办理了一张会员卡，后来 2年间去过
2 次，当她 2017 年第 3 次去消费的时
候，发现 KTV 已人去楼空。询问旁边
的商家被告知“早就没开了”。李女士
觉得很气愤，办卡是对商家的信任，如
果经营不善要关闭也应通知一声退费
或者以其他方式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这样悄悄地搬走太不厚道了。

案例二
“美容院消费高陷阱多，以后再也

不敢去办了。”杨女士多年前在雁城上
西街一家美容店办理了一张会员卡，充

值 2900元送一套产品，享受 30多次美
颜护理。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每次洗
面，洗面师都要推销近期活动。即使杨
女士对活动不感兴趣，洗面师依然不厌
其烦地推荐“可以针对性地理疗，项目
种类繁多，套餐组合灵活，价格从几百
到千元甚至上万”。他们的“执着”推销
让杨女士“心生畏惧”，觉得办卡后服务
质量被打折扣，违背了办卡初心。

案例三
谢女士表示，2年前她选择离家近

的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健身卡，充值
数千元。一天被消息灵通的同事告知
该健身房已关门歇业。谢女士很是震
惊，随后打电话确认后要求退款。该
健身房不同意退款，将余款转到了离
家远的另外一家健身俱乐部。由于距
离太远，谢女士健身也成了“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健身房的处理方式让谢
女士心生不快。

●消协提醒：消费者办卡最好选择可靠商家，充值金额小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