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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东升

分理处。

简称：工行遂宁东升分理处。

批准成立日期：1989 年 01 月 01 日

住所：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 6、8 号

机构编码 :B0001U351090010，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NO.00704482
邮政编码 :629000
电话号码：0825-2286831
传真：0825-2224379

8 月 23 日至 25 日，遂宁新都百货

将推出“青春梦——我的梦”为主题的

开学季促销活动，为学子打造“完美

开学季”，唤醒您的青春梦，为您活力

开学助力。商场内大量商品均推出开

学“价”，童装、儿童玩具、床上用品均

有不同额度的优惠，为了满足家长为

孩子们备货的心，部分品牌冬装 5 折

预售。

在活动期间，凡商场电子会员当

日持卡从负一楼家居馆至 5 楼消费一

般商品累计满 666 元，特殊商品 3666
元，可领取商场准备的开学礼一份，

每天每卡最多领取 3 份。为了激发孩

子开学活力，挑战学子记忆力，在活

动期间，会员均可参与挑战活动，在

商场 1—5 楼选择其中任意一层，一次

准确说出 5 个品牌，挑战成功即获得

10 元畅玩券，每日限 100 名，每天每卡

限参与活动一次。

品牌二

沙驰旅行箱 开学季特推款7折
关键词：经典、品质

吊牌价：24 寸，1590 元；20 寸，1390 元

源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品牌箱包——

沙驰，足迹遍布东南亚，自登陆中国市场以

来，以其卓越品牌迅速扩展，于全国多家商

场开设品牌专柜，其高级皮具更是久负盛

名，佛罗伦萨的能工巧匠更是凭借天赋的

艺术灵感和精湛的制作技艺使每一件沙驰

产品都透露出无与伦比的贵族气质。

开学季单品推荐
不知不觉，暑假就这么结束了，即将迎来一波返校高峰，目前

已经有不少同学陆续回到了校园。相信小伙伴们已经调整好了心
情，准备迎接下一阶段的学习生活。新学期，新气象，除了拥有更
好的学习状态和生活状态外，为自己添置几款称手的装备也是很
有必要的。今日小编汇总商场优惠活动，为即将返校的学子推荐
几款热销单品方便选择。

品牌三

阿迪达斯双肩包 释放青春活力
关键词：印花，休闲

吊牌价：329 元；三样 6.7 折：220 元

阿迪达斯这款印花时尚双肩包，以简

单轻盈而备受运动达人关注，容量大，可

携带许多物品，品牌专柜的品质保证，休

闲范十足，适合多种场合使用，无论是上

班 、上 课 、逛 街 ，还 是 户 外 活 动 ，都 能

HOLD 全场，点燃青春，活力四射。

（开学季更多特卖单品推荐可至品牌

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品牌一

ELLE双肩包 演绎都市时尚
关键词：时尚、个性 吊牌价：998 元

源自法国的 ELLE 时尚品牌，通过对时尚流

行趋势的精确分析、传播，选择并专注于时尚

品牌打造，通过半个世纪的沉淀，ELLE 已成为

一个著名的时尚品牌。ELLE 杂志不仅拥有全

世界的时尚读者，品牌产品更是以形象上独一

载二的风格，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媒体和时尚产

业王国，用全新的理念，巅峰演绎都市时尚休

闲的新概念，特别是双肩包系列，受到年青一

族时尚人士的喜爱。

你开学
我放“ ”
百货商场推出开学季促销活动

9月临近，又将迎来一年开学的日子。每一年的开学，令众多学子向
往，充满希翼和对未知的渴望，它开启了童年、少年、青年的求知梦想，记录
了稚嫩、豆蔻、青葱的岁月年华。本周末，我市各百货商场推出开学季促销
活动，全场特卖一降到底，新学期用品推出特价，为学子献上开学大礼。

价

暑假马上就要结束，面临新学期，不

少家长学生都开始筹划着为新学期备下

一套新装备。记者了解到，遂宁摩尔春

天也在本周启动了以"开学季"为主题的

促销活动，商场各类文具、箱包、鞋服等

都在通过降价打折、购买赠礼等方式向

学子们献礼。此外，商场正火热进行的

夏季清仓、秋品上新等活动，也成为假期

末的购物狂欢。

“部分高中已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

大学生们也陆续出发开启了全新的学业

时代。近段时间商场购买文具、箱包，为

远行的学子准备服装、床用的顾客明显

增多。”商场品牌箱包专柜销售人员介

绍。记者在商场看到，大到拉杆书包、文

具礼盒，小到钢笔等学习用品都被摆在

了商场显眼的位置。为方便学生和家长

选购，超市还贴出各种醒目的促销标识，

推出不同幅度的优惠活动，一些孩子正

跟着父母前往店内选购所需用品。

据了解，今年各商场的开学季主题活

动，仍是以学习用品、运动服饰等品类的

商品为主，消费者的关注度和购买量也很

高。而旅行者箱包、背包、秋冬服饰和学

习用品的销量也在近日有了很大的突破。

（遂宁新都百货、摩尔春天百货更多

开 学 季 促 销 活 动 细 则 可 至 商 场 咨 询 了

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遂宁新都百货 开学季唤醒青春梦

摩尔春天百货 回馈学子大促销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颖）8 月

13 日，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川商杂志

社联合遂宁银行、铂诺商学主办的“银

企面对面暨青年川商特训营启动仪

式”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遂宁银行

与中悦绿洲股份有限公司、宝生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魔灯智媒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成都柯诺维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四川雅阁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四

川甘御兰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实际行动助力

民营经济发展。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以“新时代、

新川商、新金融”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

缺、融资烦的难题，落实银行金融机构

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资金困难，服务实

体经济，提供银企对接平台，深化银企

对接成效。

推介会重磅推出青年企业家培训

精品课程——“青年川商特训营”，旨

在进一步通过资本的视角和沉浸式商

学生态，搭建智慧、资源、资本三位一

体的交流场景，以期为青年川商们提

供多维度赋能。

遂宁银行代理行长周密表示，遂

宁银行迄今已有 30 余年发展历史，在

机构建设、业务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

的成效。目前遂宁银行分支行已覆盖

成都、遂宁、资阳、绵阳、德阳、广安等

地，资产规模 500 余亿，其中存款归规

模 300 余亿，贷款余额 200 余亿。

“多年来，遂宁银行坚持服务中小

企业，普惠市民百姓定位，为实体经济

发展，为中小企业成长贡献自身的力

量。”近年来，遂宁银行不断结合市场

需求，积极创新产品，推出了幸福存等

系列高端的理财产品，遂行贷等线上

贷款产品，租金贷等融资相关产品。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等问

题。周密认为，为有效缓解这一难题，

银企要坚持互惠共赢，构建精诚合作

良性互动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同

时，双方应共建共享，维护良好的金融

环境。

此外，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金融监管层面出台

了一系列鼓励银行向中小微企业贷款

的政策。一直以来，遂宁银行以服务

中小微和“三农”企业为主要发展战略

路径，根据市场环境为中小微企业提

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遂宁银行

金融发展研究院张南表示，本次遂宁

银行与省内多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是银行助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

展的实际体现。

据了解，本次战略合作的签署将

进一步拓展银行与企业在授信、固定

资产贷款、短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国

际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及贴

现、应收账款融资等金融领域以及产

业投资领域的合作，实现业务协同、资

源共享，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

系，实现银企双方互惠共赢的发展。

（全媒体记者 陈颖）

霍坤，现任工行遂宁分行个人金

融业务部副经理、营业室负责人。入

行 18 年，她用自己激情的青春岁月，

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敬业和忠诚，展现

出动人的青春风采。

真诚对待每一位客户

“我们在营销中首先要考虑客户

的需求及感受。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

争条件下，要真诚的对待每一位客户，

以专业化的服务去赢得客户，并更要

注重周到的服务。”日前，霍坤跟进了

解到一潜力优质客户有证券投资的金

融经验，且对当前证券市场行情有一

定的了解，而该客户长期在外地工作

很少回到遂宁本地。霍坤通过耐心介

绍工行银证业务，又对该行重点产品

进行了专业推介，深入为客户进行财

务分析和资产配置，最终凭借锲而不

舍的精神和真诚的态度获得了客户的

认可，最终客户答应到工行办理银行

卡并将他行的资金逐步转入到工行。

因为客户长期在外地工作，平时

所有的资金业务都是通过手机银行操

作完成的，请客户到网点办理银行卡

不太可能，经多次预约得知客户近期

将会回乡下老家，霍坤携客户经理和

柜员驱车前往，带上工行便携式办卡

机主动上门服务。出行时正逢天下大

雨，路面积水很深，当一行人来到客户

家里时，又逢停电，无法正常办理业

务。为了使客户能顺利办好业务，霍

坤又主动约客户到镇上一餐厅用电通

过便携式办卡机成功办理了银行卡、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客户将一千多

万的存款顺利转入到该行，该客户成

为了工行遂宁分行达标私人银行客

户，同时也开通了银证业务。

以身作则做好示范引领

去年 8 月任职以来，霍坤带领团

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骄人

的业绩，工行遂宁分行存款业务每月

业超量完成。

今年 5 月，ETC 迎来新政变化。6

月以来，霍坤带领分行营业室认真贯

彻落实总、省、市行“ETC 业务动员启

动仪式”精神，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全

员上阵，充分利用网点渠道资源，加强

外拓营销能力，双管齐下，抢占市场，

掀起 ETC 业务拓展新高潮。深耕资源

富集小区开展持续营销，截至目前共

计 办 理 ETC 用 户 1721 户 ，列 全 市 第

一。霍坤虽因怀孕时感疲倦，但她深

知要引领团队不断向前发展，一定要

以身作则。她克服身体困难，连续两

月每个周末带领团队驻点，实现了单

日开通 ETC 用户 91 户，创下了全省新

高。

霍坤始终用智慧追求卓越，用勤

奋书写成长。在工商银行这个包容、

创新和奋进的舞台上，她正以青春之

名，奏响动人乐章。

（全媒体记者 陈颖）

农行蓬溪县支行

开展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罗琴 全媒体记者 陈颖） 为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的青春主旋律，8 月 14 日，农行蓬溪县支行组织青年员工在旷继勋纪念

馆开展了“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活动现场，农行蓬溪县支行团支部负责人带领青年员工面对团旗

重温了入团誓词。支行领导围绕活动主题现场为青年员工讲授了一堂

微团课，鼓励青年员工不忘初心，牢记爱国主义情怀，常怀感恩之心，勤

奋工作努力拼搏，为支行取得更佳业绩添砖加瓦。优秀团员青年代表，

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结合个人学习、工作经历进行了演讲，展

现了支行青年员工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奋进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昂

扬精神风貌。

随后，银行组织青年员工参观了旷继勋纪念馆，通过听取讲解，感

受了旷继勋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接受教育。

建行船山支行

主动上门为九旬老人服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近日，建行船山支行迎来一位需要特

殊服务的客户。据悉，该客户的母亲已经九十三岁，瘫痪在床。老人所

在辖区居委会要求办理社会保障卡，老人以后的补助养老金等皆会发

放到社会保障卡。支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上门为老人服务。随后，

客户带着老人签名授权书来到网点进行社保卡的办理，在网点工作人

员的悉心指导下，填写好挂失代理承诺书，最后成功办理好社保卡。拿

到卡之后，客户对支行暖心服务表示肯定和感谢。

霍坤 用奋斗谱写青春华章

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遂宁银行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