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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个贷“新风口”

我市多家银行推出公积金网贷 帮助办理社保卡异地激活
建行城北支行获客户点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为他们热心、

细致贴心的服务点赞!”近日，市民方女士致电记

者：我孩子在老家江苏统一办理的社保卡，资料

显示由“身份证”办理，我携带孩子户口本及相关

资料前往银行，为孩子激活社保卡，被告知这种

情况，需回老家办理，为此十分苦恼。又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去到了常办业务的建行城北支行，

工作人员热心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几天前，方女士带着相关资料来到建行城

北支行，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对方称，可以

想办法为其处理。没过几日，建行城北支行工

作人员通知方女士带上孩子出生证明前来。原

来工作人员致电总行寻求解决办法，并与江苏

建行取得联系，核实相关信息，将孩子出生证明

邮寄到江苏盖章。后续还为其办理好所有手

续，帮助方女士成功办理了社保卡异地激活。

农行射洪支行洋溪分理处
帮助扑灭一起民房火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 近日，射洪

洋溪镇逢场，射洪支行洋溪分理处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地正常推进中。突然，不远处传来“着火

啦、着火啦”的呼救声，银行网点主任出门查看，

只见与分理处紧邻的一处木质民房冒出了滚滚

浓烟。网点主任立即启动消防应急预案，组成救

援小组，取下灭火器冲入火灾现场。

按照平常消防演练要领，分理处工作人员对

准火源实施灭火。与参与救火的群众一道，经过

近 10分钟的奋战，熊熊大火最终被扑灭。为防止

死灰复燃，救援小组一行陪同房东，对民房进行

全方位的检查，在确定彻底安全后，才撤离现

场。成功帮助扑灭火灾，彰显了农行的社会责

任与担当，受到了当地政府与群众的高度赞扬。

工行遂州支行
提升服务打造“首选银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今年以来 ,工
行遂宁遂州支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指

导思想，重视客户体验，积极提升员工服务意识

和服务质量，推动服务品质的提升，力争成为客

户心中的“首选银行”。

改善环境，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

通过服务物件的有效定位带动网点服务流程改

善。加强工行手机银行、信用卡、防电信诈骗等

金融知识宣传，为广大群众提供温馨、专业、便

利的金融服务，受到广泛好评。

服务分区，客户分流。推行客户分区分层

服务。设立现金业务区、非现金业务区、理财

室、智能服务区、自助服务区、电子银行演示体

验区以及休息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加快了

业务办理速度，获得众多客户称赞。

创造和谐服务环境，推出“多说一句话，少

说一句话”活动，从细节入手，通过多说一句

话，避免客户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通过少说

一句话，争取客户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暖

心工行，爱心服务。网点还设立“工行爱心服务

站”和“雷锋志愿服务站”，并为行动不便的客

户配备轮椅，允许视力障碍客户携带导盲犬出

入网点办理业务，并由大堂经理全程陪同办理

业务。

多家银行推公积金网贷
市民缴存公积金就可申请

罗先生是遂宁某国有企业的职工，买

房花去大部分存款之后，在装修款上犯了

难。近日，他在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上向工商

银行成功申请了一笔额度 20 万元的“金闪

借”消费贷款。“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申请

到贷款，真是太方便了！”罗先生说。

记者从工行遂宁分行了解到，为践行

普惠金融发展思路，积极服务消费信贷领

域，日前，工商银行依托大数据技术，为遂

宁市公积金缴存客户推出了一款个人信用

消费贷款产品——“金闪借”。它是用于个

人合法合规消费用途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个

人信用消费贷款。只要客户个人住房公积

金连续缴存时间 36 个月（含）以上，且月缴

存金额大于 400 元，并符合工行其他规定的

条件就可以在工行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最

高可达 30 万元。并具有循环额度，随借随

还；线上秒授信，融资成本低等特点，安全、

便捷、又高效。

据悉，“金闪借”的申请流程十分简单，

只需在手机上轻轻几点就能完成操作。首

先，登录工行融 e 行手机银行，在惠精选中

找到“本地服务”，选择“工行融 e 借（金闪

借）”并确认申请，输入验证码，就可以进行

贷款额度的快速测算，等候约 40 秒，额度即

可生成。

此外，建设银行遂宁分行携手遂宁市

公积金中心推出“公积金快贷”个人信用贷

款服务，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网上银行或手

机银行申请，秒申、秒批、秒到账。

据了解，“公积金快贷”是借助“互联

网+银行+公积金”银政联合推出的创新模

式，也是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号召推出

的新服务。据建行遂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行“公积金快贷”是公积金管理中心

和建设银行联手，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先

进技术，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并依托信

贷业务系统和审批模型，综合评价借款人资

质，向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发放用于旅

游、购车、装修、家电等消费用途的无抵押

无担保纯个人信用贷款。

记者获悉，“公积金快贷”从申请到还

款均在线上进行，无须提供书面资料，通过

建行手机银行即可一键提额，秒审秒贷，随

借随还。贷款资金刷卡、取现均可使用，借

款人只要按时还款、保持良好的征信记录，

不影响以后用公积金买房和提取公积金。

“公积金网贷”的推广不仅将进一步拓

宽银行的服务渠道和公积金的应用场景，也

能为广大公积金缴存人员提供增值服务，增

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吸引力。

银行抢占金融新阵地
推出个人消费贷款产品

银行为何争相推出公积金消费贷款？

“一方面，随着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
习惯的改变，不少人有装修、购车、出国旅
游、购买大件商品、教育培训等临时性或长
期的消费需求，银行的此类业务可以让市民
从正规的渠道很快借到钱；另一方面，能连
续缴存公积金到一定期限的职工，一般都是
有稳定工作的人群。凭公积金缴存人资格
可以申请无担保、无抵押的消费贷款，对银
行而言，也降低了风险。”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个人消费贷款成为银行信贷

市场争抢的一个新“风口”，各家银行纷纷

推出个人消费贷款产品，比如工行的“金闪

借”，建行的“公积金快贷”，农行的“网捷

贷”等贷款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非常灵

活。

（全媒体记者 陈颖）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颖) 3 月 20 日上午，

人行遂宁中支机关一支部、遂宁银行总行机关党

支部、遂宁银行德阳分行党支部联合开展“不忘

初心 主动担当 不辱使命”组队共建主题党日活

动。由人行遂宁中支党委书记、行长杨屹东，遂

宁银行董事长刘彦带队，市人行相关部门负责

人、遂宁银行总行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代表、遂

宁银行德阳分行党支部成员一行 30 余人满怀敬

仰之情来到德阳中江黄继光纪念馆，缅怀为祖国

和平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一进入纪念馆，迎面挺立着黄继光扑向敌人

机枪口的英姿雕塑，伟大的瞬间雕凿成了永恒的

纪念。雕像映衬于苍崖翠嶂之中，象征着烈士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如苍松翠柏万古长青。雕像两

侧分别镶嵌着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抗美援朝纪

念章的模型。像座下的山岩石墙上凿刻着邓小

平同志题写的 "特级英雄黄继光 "七个雄浑苍健

的大字，与英雄雕像交相辉映，下方五副汉白玉

浮雕则讲述了黄继光同志从参军到壮烈牺牲的

过程。

在解说员的引导下，党员干部们参观了各个

展厅，重温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败美

国侵略者的英雄业绩。展馆陈列着上百件物品，

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一张张感人的历史图片，

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幕幕模拟战争场景，

再现了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让大家接受到直观

的、入脑入心的教育，深刻感受到先烈的伟大与

无私。

参观结束后，大家都深有感触。人行遂宁中

支党委书记、行长杨屹东作讲话，他说，主题党日

活动很有意义，抚今追昔，我们党带领全体共产

党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先辈们

用血汗凝结的苦难与辉煌，历经沉淀，已融入我

们民族的血脉。忠诚，勇敢，担当，令人敬佩。

要永远铭记历史，感悟鼓舞前行的力量。作为

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金融干线的党员干

部，更要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发扬黄继光烈士的共产主义国际精神，勇于担

当不辱使命，把业务工作做得更加出色，为遂宁

和所在地的经济、金融健康发展作出更大努力

和应有贡献。

遂宁银行董事长刘彦作总结发言，他希望大

家要不忘初心，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身份，真

正树立讲政治顾大局的格局，要勇于在前，体现

共产党员先进性。党员干部真正深刻领会英雄

的精神和内涵实质，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

为，不怕困难，勤奋工作，为组织解忧，为单位排

难。要坚持不辱使命，知行合一，敢于作为，苦干

实干巧干，把初心和精神最终换化为实际行动，

体现实际工作业绩。对遂宁银行而言当前就是

要紧紧围绕转型发展，防控风险，推动各项业务

全面发展，把工作做出特色和亮点，以优异的业

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近日，农行遂宁安居支行组织营销团队积极走访当地水果协会、农村市场，拜访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等，实地调查了解客户资金需求，面对面向客户推荐“惠农 e 贷”

项目，详细讲解产品优势，获得了客户高度评价。 廖琴 全媒体记者 陈颖

缴存公积金，除了可
以申请贷公积金贷款、购房
和支付房租外，还有什么用
处？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
银行，为了方便缴存职工短
期贷款，我市工行、农行、
建行等银行相继推出了“公
积金网贷”，最高可贷30万
元，最快一分钟即可完成贷
款。

聚焦

遂宁银行与人行遂宁中支联合开展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以优异业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信息主体在征信活动
中享有哪些权利？

信用报告是当事人的“经济身份

证”。信用社会，买房买车、办贷款、

办信用卡、商务合作，都需要信用报

告，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其权益保护

也日益重要。 2013 年 3 月 15 日出台

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对保障信息主

体的合法权益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

而言，信息主体拥有五个方面权利：

一是知情权。当事人有权查询

本人的信用报告。

二是同意权。报送和查询信用

信息必须获得当事人同意。

三是重建信用记录权。不良信

息在信用报告展示一段时间后应当删

除，当事人可以重新开始积累好的记

录。

四是异议权。如果当事人认为

自己的信用报告中有“错误”，可以提

出要求更正。

五是救济权。如果当事人对异

议处理不满意，可以进行行政投诉或

司法诉讼。 （全媒体记者 陈颖）

金融服务进市场

金融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