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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资阳：：邮储人的邮储人的““战战‘‘疫疫’’绿歌绿歌””
□ 易鹏

战斗力、生命力、生产力……在中国，绿色永远是这些特殊意义的象征。
神州大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服务网点遍及城乡，构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承载邮政百年荣光的邮储银行历久弥新，

依然保持着绿色的初心。
庚子新春，全国人民奋起战“疫”，邮储人以其特有的战斗力，谱写出新时代的“战‘疫’绿歌”……

“疫情无情，邮储有爱。”对于这句话，资
阳某餐饮公司和某检测服务公司有着同样深
切的感受。

两家公司均系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的
资深客户，他们的 1300 万元贷款，都在 3 月
初到期，却因疫情影响而无法按期还贷。了
解情况以后，资阳分行主动对接企业，开通
绿色通道，通过远程、线上申办，于 2月 28日
成功为两企业办理贷款展期。

“贷款展期，缓解了还款压力，解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该餐饮公司董事长表示，
如果贷款没有展期，公司很难闯过疫情这

道关。
复工缺资金，邮储来救急。按照“急事

急办、优先办理、即来即审”信贷政策，资阳
分行已陆续为某机械设备公司发放贷款
500 万元，为某医药公司放贷 900 万元，通过

“E 捷贷”为供应抗疫爱心盒饭的餐饮个体
户李涌和赶建隔离病房的装修个体户张建
华分别提供信贷资金 120 万、50 万元……帮
助他们克服资金难题，迅速复工重启。

企业发展需要资金，而金融服务就是企
业发展的生命线，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
题。只有打通这条生命线，金融服务才能发

挥出最大的作用。
“疫情发生后，许多企业出现资金链紧张

的局面，我们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逐户
摸排存量客户，全面梳理受疫情况，希望通过
我们的金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梁
霞说。

疫情期间，累计为受疫情影响的 24户企
业及个人提供展期、延期还款2875万元，为6
户企业发放贷款 2350万元；引导客户通过极
速贷、E 捷贷、网贷通等线上渠道贷款，发放
个人经营性贷款 698笔 1.9亿元，发放个人消
费贷款292笔58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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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下辖雁江、安岳、
乐至 3 个一级支行，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依
托网络优势，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
业、服务社区，自觉承担“普之城乡，惠之于
民”的社会责任，服务网点遍及资阳城乡。

资阳市分行一以贯之的经营理念，通
过不断丰富业务品种、不断完善营销渠道、
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在不断突破自我中发
展前行。

战时打胜仗，平时多练兵，资阳市分行
始终不忘磨炼队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资
阳分行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多措并
举，不断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金融服务
保障，真情服务每一位客户。

及时调整业务收费政策。为方便客户
通过手机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办理捐款，免
收相关跨行转账手续费；为减少不必要的外
出和人员聚集，对个人本外币定期存款到期
自动延期；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因假期
延长影响还款的客户，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对符合信贷准入条件的防疫用品生产企业
给予专项利率政策，全力降低融资成本。

与此同时，资阳分行还加强了疫情防控
期间邮政金融案件防控和反洗钱工作，重点
部署，压实责任，落实监督，确保全行高质量
发展。

“疫情无情，邮储有爱，抗击疫情，资阳

邮储不辱使命，全力以赴。”梁霞表示，在此
次全民“战疫”中，资阳邮储疫情防控、业务
发展“两不误”，全面做好金融服务保障，以
优质、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全面助力疫情
防控阻击战，践行了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

四川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孙江涛（右三）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员工。

奋起战“疫”坚守第一线 发力“重启”打通生命线

三月的阳光，驱散了疫情的阴霾，城市乡
村焕发生机。走在上班的路上，每当经过街
上的防控卡点位置，许延平都会想起那段不
寻常的战“疫”经历，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站上防控卡点，手拿额温枪，就会有一种
军人般的神圣感。”

许延平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雁江区小院
镇支行的客户经理。疫情期间，小院镇政府
设立了多个网格卡点，许延平和同事们作为
卡点值守人员，轮班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查
证、登记、测温、验车，确保不漏一人一车，栉
风沐雨地守护着群众安危。

对于许延平和他的邮储银行同事们来
说，抗疫第一线不止是卡点，还有照常运行的
营业网点。营业区域不定时喷洒消毒液，自
助机具早中晚消毒，网上银行、手机业务运维

保障……邮储服务从不“打烊”，为社会金融
活动的有序运转贡献着力量。

服务在一线，领导下基层。新年以来，各
地疫情形势日益紧张，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孙江涛一行来到资阳分行看望慰问坚守
在一线的干部职工，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资阳分行党委委员、行领导也先后前往雁江
区、安岳县、乐至县支行各营业网点看望慰问
一线职工，为他们送去消毒液、口罩等防疫物
资，并对网点疫情防控、员工生活保障、营销
业务发展等做出安排。

“同心抗疫，邮储人责无旁贷！”资阳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梁霞表示，大疫当前，资阳邮
储人敢战斗、能战斗、会战斗：“疫情防控不动
摇，业务服务不松劲，坚决打赢这场抗击疫情
阻击战！”

不辱“使命”夯实发展线

□ 余蝶

3 月 23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第
2020034 期开奖，开奖号码为 531。
当期全国井喷直选 21274注，其中，
资阳 51390030 和 51390014 站点分
别中出直选 82 注和 47 注。总奖金
共 计 13 万 余 元 。 据 了 解 ，资 阳

51390014 站点 47 注直选票是一位
老太太独中，其奖金共计48880元。

3 月 24 日一早，李老太（化名）
带着喜悦的笑声走进投注站，整个
投注站顿时沸腾起来。李老太是
忠实的福彩爱好者，每天都会到 14
号投注站“钻研”。疫情期间福彩
休市，李老太不时给销售员打电

话，询问开市时间。得知开市后，
李老太第一时间跑到投注站购买
彩票，并幸运地拿下了 48880元 3D
大奖。

3D 游戏是福彩游戏中的老品
牌，有着“固定奖、天天开、玩法多、
趣味强”的特点，吸引着众多彩民朋
友参与，大奖记录也频频被刷新。

幸运就在一瞬间
——48880元，6旬老太揽福彩3D大奖

广告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后勤服务劳务外包供应商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劳务外包供应商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ZYNSYH2020-G04）招标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项目名称

开标时间

招标人

代理机构

中标候选人排序

公示时限

招标监督

采购人：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劳务外包供应商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ZYNSYH2020-G04）

2020年3月25日15时00分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招标采购

第一中标入围候选人

第二中标入围候选人

公示期3日，2020年3月26日-2020年3月28日

资阳农商银行审计监察部 028-26183447

四川信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资阳市车城佳美物业有限公司

□ 张文婷

我国保险消费者信心正在日趋
增强。近日，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发布《2019年中国保险消费
者信心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2019年中国保险消费者信
心指数为72.1，较2018年上升0.2，处
于信心较强区间。表明保险消费者
对保险行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据了解，保险消费者信心指数
主要由保险环境信心指数、保险业
信任度、消费信任偏好、保险消费意
愿及行业运行状况五组指标构成。

《报告》显示，2019年消费者对
保险环境信心指数为 72.0，对整体

环境发展持乐观态度。77.5%的受
访者感受到监管部门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力度越来越强，78.7%的受
访者认为近一年内保障功能为主的
保险产品越来越多，83.3%的受访者
相信未来一年保险行业发展会更加
规范，79.6%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
人们购买的保险产品会更多。

保险业信任度仍然较强。《报
告》指出，2019 年保险业信任度为
70.4，持续处于信心较强区间。原
因在与获取产品信息较便捷、服务
办理较快捷等。

面对大众保障需求的不断提
升，2019年保险消费涌现了一些新
热点，多了一些新期待。《报告》提

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家庭规
划保险，希望健康险的保障品种更
加丰富，保单后续服务更完善。

银保渠道作为保险销售的重要环
节，71.3%的消费者希望银行提高保险
业务销售水平，产品讲解更清晰；
41.9%的消费者希望定期举行线下活
动；41.2%的消费者希望加强售后服务
便捷度，如协助快速给付或理赔。

除此之外，受访者期盼保险消
费更具个性化、差异化，老年人群的
保险需求亟待满足。同时，消费者
呼吁保险公司应重视人才培养，用
科技赋能改善业务体验，从保险销
售者向家庭风险管理者跃迁。

据人民网

我国保险消费者信心增强期待保单后续服务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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