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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产品更详细信息，请咨询当地分行网点客户经理或致电我行客服95541。

□ 纪昌伍

绵阳市商业银行是央企战略持股、
政府直接领导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于
2015年4月在资阳市设立资阳分行。成
立以来，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以下
简称“该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以创建区域最佳银行为目标，以支持
资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金融优势，践行
社会责任，夯实发展基础，扩大特色优
势，培育企业文化，为全市社会经济建设
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近年来，该行先后荣获“四川省青年
文明号”“四川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四川
省三八红旗集体”“资阳市金融工作先进
集体”“资阳市最佳文明单位”“资阳市优
秀服务业企业”“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四星级营业网点”等荣誉称号。截至
今年9月末，该行在资阳市的各项存款余
额 45.45 亿元，各项融资余额 63.12 亿元
（含表外融资），存款规模和融资规模在
辖区六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机构中均列第
一位。

党建引领
正确把握政治方向

成立来，该行以中央、省、市重大决
策部署为指引，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把稳
发展之舵，坚持党建促进业务拓展、党建
指导改革发展、党建带动群团工作，使党
的建设与经营管理成为鹏之双翼、车之
双辕。通过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
活动，切实提升党员党性修养，树立“金
融为民”理念，夯实党建基础。同时，严
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强
化党风廉政建设，多次被上级党组织表
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不断释放党建
引领发展动能。

精准施策
主动担当服务地方发展

成立来，该行紧密结合全市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着力解决民生重点和政
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延伸、拓展、创新金
融服务方式，为中国牙谷、临空经济区等
地方重点项目、核心支柱企业、产业精准
扶贫、实体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充分体现了绵商行急、难、险、重的金融服
务特色。截至2021年9月末，该行在资阳
市的各项贷款余额 49.87亿元（不含表外
融资），较年初净增 14.27亿元，贷款增速

40.08%，列全市商业银行第一。
同时，该行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普惠金融经营思
路，充分发挥决策链条短、机制灵活的优
势，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创新探索“专利
权质押贷款”“发明专利贷款”“应收账款
质押贷款”等，主动开展甘露行动、金融
顾问团、银税互动等走访工作，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的金融供给，并与园区联合建
立金融创新孵化基地，积极破解小微企
业“缺信息、缺信用、融资难、融资贵”难
题。今年该行已投放中小微企业贷款61
户，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38.04 亿元，
较年初净增13.03亿元，增速52.10%。

此外，该行多措并举对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纾困解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共计
300余万元。依托大股东中国五矿集团优
势，采取投贷联动等方式积极引进一冶、
二冶、五冶、五矿证券、五矿信托等五矿系
单位，支持资阳市体育中心、幸福小区保
障安置房、骝马新村保障安置房等各类项
目资金近100亿元，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强
内部协同，加大对资阳的支持力度。

践行责任
大力支持民生社会事业发展

成立来，该行主动在全市脱贫攻坚、
文明创建、金融知识普及等领域担当作
为。先后开展“夏日送清凉”“环卫工人
爱心团圆火锅”“困难职工帮扶”“贫困优

生结对帮扶”“金融知识进万家”等公益
志愿活动1500余场，累计向市慈善总会、
包联社区（村）等单位捐赠公益资金 200
余万元。特别是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初期，该行就向市慈善总会捐赠现金
30 万元专项用于全市环卫工人抗击疫
情，并全力采购价值10余万元的隔离衣、
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捐赠给市、区五家
公立医院，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同时，该行每年还投入运营成本 50
余万元，在资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资阳
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配合政
府相关部门共同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政
务服务。在今年投入近5万元打造“工会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累了来歇脚，渴了来喝水，没电来充
电，饭凉来加热”的“温馨港湾”，以实际
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

成立六年多来，绵阳市商业银行资
阳分行紧紧围绕“助增价值·服务成长”
经营理念，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小企业
伙伴银行、城乡居民贴心银行、社区服务
特色银行和地方经济助力银行的服务职
责。未来，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将
深度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资同城化发
展等机遇，通过增设机构网点、创新金融
服务、加大融资力度等举措，切实增强金
融的覆盖面和可得性，为资阳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
兴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

立足定位主动担当倾力服务地方发展

本报讯（刘娅）近日，人行安岳县支行成功促成中行安岳支行发放
全市首笔“电力贷”400万元，有效缓解了安岳宇良汽车水泵公司资金
周转压力。

“电力贷”是中行四川省分行联合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推出
的创新产品，实现了“电力+银行”的跨界合作，产品以电力数据为核
心，叠加税务等数据，通过线上申请、线下放款模式，高效支持企业便
捷获取贷款额度。

该笔贷款为中行安岳支行利用大数据“电力数据+纳税数据”，结
合客户的征信记录，为客户发放的纯信用贷款，贷款利率 4%，解决了
客户因缺乏抵押物而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下一步，人行安岳县支行将继续引导辖内银行机构创新信贷产
品，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致力于扶微助小，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为进一步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农发行资阳市分行主动践行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深化银企
合作，积极向客户推广“扫码收单”结算
业务。近日，该行成功营销资阳佰益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弃土场收费业务，已通
过“扫码收单”到账资金9万元。

在前期客户营销过程中，该行得知

资阳佰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全雁
江区弃土场收费业务后，立即安排专人
深入对接客户需求，同时和第三方收单
机构电信公司商讨议价，探讨“扫码收
单”工作的推进。最终在各方支持配合
下，成功推行“扫码收单”，赢得了客户
的信任和肯定。

据了解，在实现“扫码收单”零突

破后，该行及时总结经验，目前正大力
营销雁江区花溪河旅游景区收费业务
的“扫码收单”工作。未来，农发行资
阳市分行将不断提高客户服务质效，
积极拓展创新信贷业务和支付结算业
务，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
让客户存得放心、用得舒心、贷得安
心。 杨俞吉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全市首笔“电力贷”落地安岳

持续提升办事实效拓展创新“扫码收单”

本报讯（张月 冯小龙）近日，农发行
资阳市分行向资阳市山那边柑橘种植
专业合作社发放农业小企业贷款300万
元，用于合作社购买农药、化肥及日常
资金需求等，及时解决了企业资金短缺
难题，为2000余亩“心柑宝贝”柑橘健康
成长提供了有效保障。

据悉，资阳市山那边柑橘种植专业
合作社是一家小型合作社，在雁江区老
君镇承租 2000 余亩土地，用于柑橘种
植，并创建了自有品牌“心柑宝贝”，获
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及品牌知名度，带

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该行了解到企业的续贷需求后，主

动对接，采取快速办贷、提高用信额度、
利率优惠、减免费用等多种方式为该企
业提供资金支持。该笔贷款的投放，一
方面帮助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
稳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另一方面

“贷”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以金融力量助
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农发行资阳市分行将金融支持小微企
业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有力抓手，严格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推进普惠金融相关举措，全力服务
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该行
将继续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强化
党性锤炼的“磨刀石”，牢记支农扶小
社会责任，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
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全身心服
务“三农”发展，在保障办贷质效的同
时，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主动送“贷”入乡，
更好打通金融服务农业发展“最后一
公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张敏）近日，农发行乐至县
支行再次向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限公
司发放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
贷款 610 万元，用于乐至县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此前，该行已累
计对此项目发放贷款 15000 余万元，为
乐至县推进土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提
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据悉，该项目采用“政府主导、公司
运作、综合收益覆盖”的企业自主经营
模式，位于乐至县宝林镇、盛池乡、劳动
镇，共涉及 52个村，主要对区内的房屋
及附属物进行拆除，整理复垦地块，并
建设集中安置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
场平、道路硬化、堡坎及排水沟渠、化粪
池、绿化等。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推进
城乡统筹，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发挥政策性银
行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履职水平，聚焦
重点区域领域，切实加大政策性信贷支
持力度，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农发行资阳市分行组织开展
优化开户服务专题学习交流会，进一步
促进全行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工作的制
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提升单位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水平。

交流会中，工作人员学习了《企业

银行账户流程管控(客户经理）》，进一步
梳理“上门核实的影像资料要求”“开户
前完成反洗钱准入审批”“开户完成后
的客户回访”的内容，明确了《新开账户
认定要素表》的使用。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本次交流学

习，规范了开户意愿视频录制、手机号
码核查的要求及方法等，解决了客户
经理尽职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
将有助于更好把握优化账户服务与风
险防控的平衡，为企业开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罗迪

优化开户服务提升服务质量

农发行资阳市分行

放贷300万元精心养护2000余亩“心柑宝贝”
农发行乐至县支行

再投610万元
助力土地增减挂钩项目

本报讯（蔡颖）人行资阳市中心支行大力推进绿色金融，积极推进
储蓄国债衍生服务。在该行的指导下，近期，成都农商银行资阳分行成
功为国债投资者刘某发放了四川首笔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贷款。

据悉，客户刘某因孩子教育支出临时周转困难，急需一笔短期资
金，遂到成都农商行资阳分行咨询储蓄国债提前兑付的相关事宜。刘
某于今年 4月购买了三年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如要提前兑付，其持
有的国债从购买之日起持有期限不满半年不计付利息，且还需承担千
分之一的提前兑付手续费。在人行资阳市中心支行的现场指导下，成
都农商行资阳分行开辟绿色通道，向客户刘某推荐了国债质押贷款业
务，及时向总行申请开通国债质押贷款系统权限，申请到国债质押贷
款优惠利率，成功为刘某发放期限六个月、年化利率为 3.95%的国债
质押贷款，既解决刘某短期内资金周转问题，又确保其投资的国债收
益不受影响。

人行资阳市中心支行负责人介绍，储蓄国债质押贷款是针对城乡
居民短期流动资金需求开发以储蓄国债（电子式和凭证式）为质押品
的低息“绿色贷款”产品。相比将购买的储蓄国债提前兑取，储蓄国债
抵押贷款在解决资金周转问题的同时还能最大保障所购买的国债投
资收益，是国债购买者的最佳选择。

资阳市成功发放四川首笔
储蓄国债（电子式）质押贷款

为民办实事服务暖人心

根据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
院 2021 年 9 月 13 日作出的《决定书》
[（2021）川 2002 破 申 8 号 及（2021）川
2002破申8号之一]明确：四川省温馨雅
园食品有限公司（简称“温馨雅园公
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并指定重庆法泰
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为预重整期间的管

理人（简称“管理人”）。
温馨雅园公司并管理人根据四川

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决定书》要
求，参照《2016 年度四川全省法院委托
鉴定专业机构备选库和评估、拍卖机
构备选名单》以及重庆市司法局编制
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

（2016 年度），公开向社会选聘具有法
定资质预重整审计、评估、工程造价机
构。

管理人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重庆市涪陵区兴华路泽胜 B 栋 19

楼 7 号，周女士 15826268681、戴女士
138966688773。

拟参与选聘机构报名起止时间：从
登报之日起至 2021 年10月18日18：00
止。

特此公告。
四川省温馨雅园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温馨雅园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0月12日

四川省温馨雅园食品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选聘预重整审计、评估、工程造价机构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