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
越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
银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
益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
理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
证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
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
融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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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以前，财务人员清点
现金总是忙得团团转，现
在引进了‘惠农e商’平台，
有效解决了供货商、进货
商线上订单和支付问题，上下游
客户实现无现金实时购销，系统
还可以自动整理、汇总各类订
单，大大节约了对账时间，真是
我们的好助手、好管家。”山东省
乳山市士子果蔬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称赞道。

农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益虎
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问
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对
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农行作为服务
三农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不断
优化改进服务方式，研发特色金
融产品，助力山东乡村振兴。

用心：倾力呵护

山东“大菜园”

兰陵县和寿光市，分别是山
东省的南北两个“大菜园”。南部
的兰陵县蔬菜市场主要面向长
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北部的寿光
市则主要是向北京及其周边地
区供应蔬菜。多年来，农行山东
省分行的金融服务始终围着菜
农转，围着市场转。

最近，兰陵县磨山镇蒜农李
冠明从当地农行取得了5 . 9万元
的“蒜农贷”，成为全县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李冠明说：“农行来调
查通过以后，俺拿着身份证件和
农行卡去申请贷款，三分钟办
理，一分钟放款，还享受利率优
惠政策，真是方便、快捷、高效。”

“苍山大蒜”作为兰陵县地
理标志产品，是当地农民创收增
收的重要经济来源。临沂分行充
分利用上级行金融扶持政策，创
新推出惠农e贷-蒜农贷业务。

“蒜农贷”作为金穗e贷之大
蒜种植模式，是一款针对大蒜种
植户发放的自助线上贷款产品。
农行通过前期调查，采集蒜农信
息，建成白名单后，蒜农就可以
申请放款。

再过一段时间，寿光市稻田
镇崔岭西村崔江元大棚里的五
彩椒就要上市了，这几天，他正
忙上市前的日常管理，争取到时
候卖个好价钱。崔江元原来有两
个大棚，去年为了增加效益，他
想再建一个大棚。建大棚的资金
一时周转不过来，而农行寿光市
支行新开发的大棚改良贷款产
品，帮助他解决了燃眉之急。崔
江元高兴地说：“去年以来蔬菜
卖得不错，投资回来了，贷款也
快要还完了。”

农行寿光市支行江文胜行
长介绍，结合前期“大棚抵押”贷
款业务的办贷经验，从当地实际
出发，我们开办了“农村承包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创新推出
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大棚
(蔬菜种植、育苗、畜禽舍)等附着
物”抵押贷款模式，受到了菜农
的欢迎。

贴心：优化服务

助力涉农企业

山东芳蕾玫瑰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是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

协会玫瑰种植生产定点基地。近
日，农行济南分行紧紧抓住平阴
玫瑰特色产业进行重点营销，与
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ERP对接
合作事宜。目前，ERP对接项目
已经进入开发阶段，对接后将实
现300余家经销商、上百种商品
以及所有订单的信息同步，彻底
解决企业长期存在的订单乱、收
款难、对账难的“痛点”。

农行山东省分行网络金融
部总经理李佃福介绍，互联网金
融服务三农是中国农业银行的

“一号工程”。我们积极推广“惠
农e商”平台，通过互联网金融与
服务三农的有益结合，为企业打
造线上“商务+金融”的综合服务
平台。截至目前，我行累计上线

“惠农e商”核心商户3325户、渠道
和终端商户12万户，累计实现交
易笔数93万笔，金额91亿元。

位于青州市弥河镇的凯欣
绿色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水果罐头加工的企业，
由于处于销售旺季，国外订单
多，供货期紧，前期需要购买大
量的原材料，所以资金短缺成为

企业发展的痛点。为了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农
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以企业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基
础，短期内完成了审批发
放贷款的流程。

凯欣绿色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莉感慨地
说：“我们到青州农行申请了国
际贸易订单融资，农行仅用了5
天就为我们发放贷款750万元，
解决了我们的发展难题。”当地
农行在小微企业贷款中，制定了
一系列专业信贷制度，减少业务
流程，简化信贷审批流程，并规
范贷后管理，根据小微企业提供
的担保和质押品情况，确定信贷
额度，最短在5-7天内放款，解决
了小微企业财务数据不完善、信
用信息不充分等问题。

暖心：把银行开到

农民“家门口”

农历冬月，天寒地冻。青州
市北魏南村，地处山区，交通不
便，过去老人们取款存钱十分
困难。现在不一样了，大爷大娘
们抬抬脚就到了农行与当地商
户在村里联合设置的服务点取
款。一位到网点取款的大爷说：

“今天都零下十度了，去城里天
冷路远，太不方便了。现在农行
把银行开到了家门口，真是太
好了。”

“除了原有的转账、消费、
缴费等基础服务，互联网升级
后的服务点是集理财融资、电
商服务、涉农代理、物流驿站
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
点。”农行青州市支行工作人
员石金山介绍。

据李佃福介绍，近年来农行
加快推进“惠农通”服务点互联
网化升级改造，为服务点布放智
能支付终端、对接“惠农e通”和
外部平台，累计上线服务点达到
29342家。通过人工网点、自助渠
道、电子机具和互联网金融服务
平台、流动服务“五位一体”的县
域农村渠道体系，构建起了全方
位覆盖的服务网络，让广大农民
享受到了现代化金融服务带来
的便利。

□记者 于传将

2018年中国平安扶贫第一
站———“一路平安·让爱回家”公
益活动正式启动。为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的号召，中国平安将向中
国社会救助基金会捐赠4 0 0万
元，在春节前夕包下200辆巴士，
在全国范围内开通70多条线路
免费送10000名贫困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团圆。平安养老险还将为
所有返乡人员提供全程意外保
险保障，保障责任包括意外伤
害、意外医疗及意外住院津贴，
总保额高达12亿元，保障返乡人
员乘坐爱心车辆期间所有的意
外风险，以全方位的意外保障方
案，为活动温暖护航。

为帮助贫困外出务工人员
回家与留守儿童团聚，中国平安
自2015年起启动了“一路平安·让
爱回家”大型公益活动，至今已免
费帮助13000多人回家过年。今
年，中国平安将在“三村工程”扶

贫战略的指引下，继续扩大“一路
平安·让爱回家”的公益规模，免
费帮助10000名贫困人员回家。

据悉，已经连续举办四年的
“一路平安·让爱回家”项目也全
新升级。今年，“让爱回家”项目
将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南京、石家庄、武汉、东莞、济
南这十个外出务工者较密集的
城市出发，开通线路多达71条，
预计免费送10000名贫困外出务
工人员和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让
爱回家”全面升级为中国平安与
多个APP联合打造的公益平台。
1月1日，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
光，深圳市关爱办主办的“步步
行善”活动开启，作为该活动的
一部分，“让爱回家”项目也将上
线腾讯益行家平台，公众可在线
捐赠爱心步数，中国平安将配捐
相应的额度。1月24日起，社会公
众还可通过ofo、咕咚、飞常准和
平安好车主四个APP平台，通过

捐赠步数或出行里程，为贫困人
员众筹返乡里程，中国平安将根
据众筹的里程数，联合上述平台
进行配捐，合力帮助贫困外出务
工者回家，用里程达成归程，帮
助更多的贫困人员回家团圆。

此外，平安人寿旗下金融生
活管理平台平安金管家APP将
上线“皇宫有玺，送你新年平安
符”活动，参与用户点击送出平
安符，四条城市线路任选其一，
即可进行“让爱回家”公益接力，
助力全国贫困人员新春回家团
圆；同时，还可赢取数十万份新
年红包。

平安财富宝则继续坚持“边
理财边公益”的创新公益模式，
通过赠送3亿理财体验金、公益
扶贫农产年货礼盒等方式助力
里程捐赠。成功捐赠里程的飞常
准与咕咚用户均可以获得由平
安财富宝提供的最高3万元理财
体验金一份；体验理财产品满20
万元的用户，还能再获得一份价

值199元的公益扶贫农产年货礼
盒。此次平安财富宝通过“让爱
回家”活动，不仅助力农民工返
乡，还能帮助贫困农户销售优质
农产，可谓一举多得。

“一路平安·让爱回家”

中国平安2018年扶贫第一站启动

用心 贴心 暖心
--农行山东省分行服务三农小记

“让爱回家”项目报名启动
时间为2018年1月1日-2月5日，
发车时间为2018年2月6日。活动
要求报名者须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杭州、南京、石家庄、武
汉、东莞、济南这十个城市，且是
农业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返乡
目的地与户口本所在地一致，月
收入低于4000元。报名招募分线
上和线下两个渠道进行，符合条
件的人员可扫描以下二维码进
行网上报名。为方便不会上网的
人员，符合条件者还可携带相关
资料在平安银行北上广深四个
城市的105家营业网点进行线下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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