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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中国银行榆林分行在世纪广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该行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派发宣传折页、现场有

奖问答等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黑恶势力表现形式，使群众充认识到黑恶势力的
社会危害性，引导群众遵守法律法规，积极踊跃揭发检举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图为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给市民宣传扫黑除恶法律法规。
本报通讯员郭佳鑫摄

本报记者冯军摄影报道 5月 7
日，由兴业银行西安分行投资100万元
建设的清涧县兴业惠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养牛场项目在乐堂堡便民服务中心薛家
坪行政村奠基开工。这是兴业银行西安
分行在该村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

薛家坪村地处黄土高原，210国道
旁，耕地面积少，自然条件恶劣，户籍
人口有249户，总人口837人，其中贫
困户89户、221人，主导产业为种植小
杂粮、谷子、糜子、洋芋、高粱。2014年
6月，结合省国资委两联一包扶贫工作
安排，兴业银行西安分行开始对口清
涧县乐堂堡乡薛家坪村进行扶贫。近
年来，兴业银行西安分行在该村连续
开展了多项扶贫工作：精准扶贫捐款
捐物活动；为贫困大学生资助学费；组
织青年志愿者赴薛家坪村进行扶贫送
温暖志愿活动。2018年春节前夕，兴
业银行西安分行扶贫慰问组看望慰问
了薛家坪村的在村贫困户和孤寡老
人。2018年9月21日，该行帮助该村
成立清涧县兴业惠民养殖专业合作
社，其中贫困户占80%股权，村集体占
20%股权。

兴业银行榆林分行驻村工作人员
介绍，兴业惠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牛
场项目是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存在短板
的实际，围绕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周边
群众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物
流运输业，进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思路而设计的一个基础性项
目，也是兴业银行西安分行金融支持
脱贫工作的一个有益尝试，更是兴业
银行西安分行与清涧县相关部门、薛
家坪村全体村民共同参与、通力配合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奠基仪式结束后，兴业银行西安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蔡斌带领全体人
员看望慰问了贫困老人，并与出席兴
业惠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牛场项目开
工仪式的有关人员和村民代表座谈。
座谈会上，蔡斌表示，支持薛家坪村脱
贫是兴业银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兴业惠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牛场项目
开工后要抓紧工期，保质保量尽快建
成并投入使用，让养牛项目尽快运营，
帮助薛家坪村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兴业银行将在金融扶贫上创新一些金
融产品，以商业金融模式支持薛家坪

村民创业，同时，欢迎清涧县、乐堂堡
便民服务中心、薛家坪村遴选优秀有
为青年干部到兴业银行西安分行挂职
学习。

据了解，兴业银行西安分行还将

筹集资金帮助薛家坪村兴建养老院、
幸福院、便民文化广场等项目，继续长
期帮扶资助该村贫困大学生，并不定
期组织医疗服务队为薛家坪村民做健
康体检。

本报通讯员韦莉报道 近日，平
安人寿榆林中心支公司靖边营销服
务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H女
士，她为感谢中国平安的信守承诺和
快速理赔，特意向平安人寿榆林中心
支公司靖边营销服务部赠予“理赔快
速高效，服务热情周到”的锦旗，感谢
该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和
关爱。

H女士于2016年9月在保险代
理人的介绍下给自己的女儿投保

“少儿平安福”，年交保费 7036.05

元，人身险保额为31万元，重大疾
病保额30万元。今年年初H女士
发现女儿侧腭有肿物，起初并未在
意，后为安全起见，经过多方诊断，
确诊为恶性肿瘤。于是，H女士在
积极给女儿治疗的同时，向平安人
寿榆林中心支公司报案，称女儿因
被查出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向该公
司申请重大疾病理赔。

平安人寿榆林中心支公司接到
报案信息后，经审核，客户投保满2
年，符合重疾先赔条件，立即启动重

疾先赔服务。理赔服务人员第一时
间慰问客户并了解病情，同时协助客
户家属收集理赔所需资料。经该公
司审核，H女士的女儿病情符合《少
儿平安福重疾》重大疾病条款约定，
于是，该公司仅用1天时间便赔付客
户重大疾病保险金30万元，重大疾
病陪护金4万元，合计赔付34万元，
豁免剩余保费6.49万元。

H女士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病
魔和治疗经济压力，平安人寿榆林中
心支公司及时赔付的理赔款，给自己

的家庭减轻了很大负担。
平安人寿榆林中心支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重疾先赔”作为平安
人寿的特色服务，体现了平安“急客
户所急，想客户所想”的服务理念，
将以最快的速度给身患重疾、急需
用钱的客户完成赔付。未来平安人
寿榆林中心支公司将始终心系客
户，坚持“客户为尊、客户至上”的理
念，持续提供专业、优质、便捷、高效
的理赔服务，用真诚与爱心帮助更
多的家庭。

平安人寿榆林中心支公司

理赔快速高效 客户谢送锦旗

农发行榆林市分行

机关干部义务植树
本报通讯员马甜丽报道 近日，农发行榆林市

分行机关干部员工前往榆阳区小纪汗义务植树基地
义务植树。

在活动现场，经验丰富的员工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从挖坑、培土、浇水等方面向青年员工传
授植树经验。青年员工们虚心学习、积极实践，大
家两三人一组，干得热火朝天，有挥锹挖土的，有扶
苗培土的，有提水浇树的，配合默契，井然有序。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辛勤劳动，共栽植树苗60余株。

本报通讯员郭小园报道 近日，
农发行榆林市分行对全辖8个支行档
案管理员，分两批进行了为期两周的
档案管理跟班培训学习。

培训针对文书、照片、实物等不同
档案类型，结合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由市分行档案管理人员从保
管期限划分、归档、处理单和正文打
印、装盒等方面展开全面、详细、深入
浅出的讲解，对归档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问题进行举例说明。并指导跟班培

训人员对全行2019年文书档案进行
归档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相互分享
各自在整理档案中的心得体会，探讨
农发行档案管理的现状及下一步努力
的方向，进一步充实培训人员的档案
管理知识，提升了实际操作技能。

在档案管理培训的同时，市分行
办公室工作人员针对办公室日常工
作实际，对用印审批流程、综合办公
室平台维护、收发文管理、宣传调研
等内容也进行了集中培训。

榆林市银行业

集中进行扫黑除恶宣传
本报记者冯军报道 5 月 9日，榆林银保监分

局、榆林市银行业协会组织榆林市内的17家银行在
榆林世纪广场开展扫黑除恶集中宣传。同时，榆林
市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活动启动。

活动中，榆林市银行业协会统一布置集中宣传
场地与宣传平台，统一制作主题海报宣传展板。各
家银行金融机构分别围绕打击和处置“套路贷”及
各项非法金融活动、扫黑除恶“四个严禁”、非法集
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及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等内容制作
宣传展板与印发宣传材料。

活动现场，榆阳农村商业银行专门邀请书匠，以
陕北说书的形式宣传扫黑除恶。

建行榆林分行

上线运行抵押登记项目
本报通讯员白越阳报道 5月5日，建行榆林分行

与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合作，成功上线运行抵押登记
项目。

该项目通过渠道延伸、数据共享、材料精简、流程
优化、电子权证等创新举措，实现抵押登记、注销、查
询在线办理。抵押登记由10个工作日减少至2—3
个工作日，一般注销登记由3个工作日减至当天完
成。同时，实现电子权证替代线下纸质权证和集约化
管理，降低了操作风险，有效防范了权证保管风险。
该项目对衔接“智慧政务”平台建设、丰富客户服务
和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政务+金融”惠民综合服务
能力有重要意义。

农行榆林分行与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通讯员尚应帅报道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

榆林分行与榆林市农业农村局签署《关于金融支
持农村合作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农行榆林分行与榆林市农业农村局全面合
作共同推动榆林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拉开了
序幕。

据了解，前期双方有关负责人就金融服务方案
交换意见，共同积极推进市农业农村局“三资平台”
与该行现金管理平台的对接工作，实现对全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账户资金的有效监管。

协议签订后，双方将联合起草相关文件，迅速
建立市、县横纵联系机制，有效推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改革服务工作，大力支持农村合作经济健康
发展。

近年来，农行榆林分行以互联网金融服务“三
农”为切入点、以现金管理平台为基础、以惠农通工
程线上线下渠道为支撑，充分运用企业掌银、微捷
贷、“惠农e贷”、“惠农e商”、“惠农e付”、惠农理财
等特色产品，服务榆林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神木农商银行

推进扫黑除恶工作
本报通讯员贾莉报道 近日，神木农商银行召

开扫黑除恶工作推进会，机关全体及各网点负责人
共计138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合规管理部负责人对《神木农商银行进一
步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活动实施方案》进行
再次解读，要求各部门、各网点对照方案积极开展
整治活动，创新工作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确保活动
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一是提高认识，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懈。要以“扫黑除恶
宣传教育活动月”为契机，加大扫黑除恶工作宣传
力度，提升活动宣传效果。二是进一步明确宣传工
作重点，围绕黑恶势力易发多发工作环节、重点领
域，加大对关键、重要岗位人员的排查力度，切实做
好黑恶线索的收集及报送工作。三是严格依据上级
监管部门的时间节点要求，针对活动的阶段化部
署，有重点、高质量、常态化地推进扫黑除恶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四是以“扫黑除恶宣传教育活动月”
为抓手，认真做好活动宣传组织工作，借助全媒体
手段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增强扫黑除恶宣传月活动
工作质效。五是注重对宣传工作的总结，做好宣传
成果报送工作。

近日，从工商银行传来好消息，
该行隆重推出麒麟主题借记卡和故
宫主题借记卡。麒麟卡以中华文化
为创意主题，将传统艺术融入现代
生活，将文化传承与财富积累相结
合，辅以新型制卡工艺精工打造，既
是护身符又是银行卡。该借记卡有
麒麟吐书、麒麟献宝两种卡面，每种
卡面有黑红两个版本。该卡具备标
准借记卡全部功能。

故宫主题卡分为“春”“夏”“秋”
“冬”“一路追梦卡”五种，是全球首款
故宫博物院官方授权的借记卡。该

卡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为主旨，取材故宫建筑文物，展现千
载生活美学。令借记卡承载文化符
号，使传统文化走入百姓家，融入人
们生活里。

为了满足广大客户的收藏需求，
工商银行推出了故宫卡产品套餐，具
体包括：1张标准卡+1个套装盒。标
准卡具备金融功能，套装盒内5张收
藏卡（无金融功能）。办卡送套装盒，
工本费200元，年费10元。该套餐发
售期仅为1年，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与升值潜力。




















































 

发展致富产业 敲开脱贫大门

好消息

农发行榆林市分行

跟班培训档案管理员

兴业银行西安分行有关人员慰问贫困户

近年来，兴业银行西安分行在清涧县薛家坪村开展了多项扶贫工作，
让该村在脱贫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