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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市金融工
作局传来消息，截至4月末，我
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 2775.69 亿元，比年初增加
148.7亿元，新增量和增长率分
别居全省第四位和第二位，为
全市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金融支撑。

据悉，1-4月份，市金融工
作局持续联合人行平顶山市中
心支行、平顶山银保监分局，引
导金融机构围绕全市“万人助
万企”“三个一批”项目和灾后
重建等工作，主动开展企业上

门服务，宣传推介惠企政策产
品，严格落实延期还本付息和
降息减费规定，加大信贷供给
力度。

4月份，受疫情反弹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国信贷
投放出现低迷下滑趋势，而我
市信贷投放工作继一季度“开
门红”后，再度逆势增长，韧性
强劲，贷款余额、新增额及同比
增速等主要指标又上新台阶。

从企业新增贷款投放情
况看，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
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贷

款均稳步增长，我市在落实金
融支持企业政策方面效果显
著。据统计，大型企业贷款余
额 579.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4
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
62.96%；中小型企业贷款余额
726.38亿元，比年初增加24.61
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
44.84%。二是新增贷款集中
投向制造业、采矿业和租赁商
务服务业等行业，信贷结构持
续改善，对重点项目（企业）和
服务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据统计，制造业贷款

余额 318.26亿元，比年初增加
14.64 亿元，同比多增 7.25 亿
元；采矿业贷款余额323.97亿
元，比年初增加23.58亿元，同
比多增 10.79 亿元；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贷款余额 251.88 亿
元，比年初增加22.58亿元，同
比多增 11.76 亿元。这三个行
业 占 所 有 行 业 新 增 贷 款 的
86.65%。

市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局将深入贯彻
落实各级党委、政府有关稳住
经济大盘会议精神，紧紧围绕

当前全市重点经济工作，持续
提升政治站位，梳理最新惠企
融资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围绕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
主体融资需求，坚持线上线下
相结合，开展好常态化银企对
接活动，主动为企业送政策、送
产品、送资金，同时不断研究和
协调解决企业融资服务中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信贷投
放的精准性、快捷性，为做好当
前重点经济工作，稳住全市经
济大盘贡献力量。

（张超 韩振永）

4月份平顶山市信贷投放逆势增长

本报讯 5月31日，平顶山
市农信系统用足用好货币政
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座谈会
暨再贷款授信仪式在农商银
行9楼会议室召开，人民银行
平顶山市中心支行向全市农
信系统再贷款授信50亿元。

座谈会上，人民银行平
顶山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
通报了2021年度农信系统贯
彻执行货币政策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宣读了《农信
系统法人银行运用再贷款的
考核办法》，全市共9家行社
荣获先进单位称号，56人荣
获先进个人称号，宝丰农商
行、郏县联社、叶县农商行、舞
钢农商行分别就再贷款、再贴
现、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运
用与管理、区域信贷调控进行
了交流发言。

人民银行平顶山市中心

支行副行长杨振坤与平顶山
鹰城农商银行行长胡建喜现
场签订授信协议。人行平顶
山市中心支行向全市农信系
统再贷款授信50亿元，支持
全市农信社更好地发挥再贷
款的引导和撬动作用，用好
用足各项金融政策，持续推
进信贷产品创新，主动靠前
服务实体经济。

（王斐斐 王海峰）

人行平顶山市中心支行
向我市农信系统再贷款授信50亿元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监管
机构及上级行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精神，扎实开展
警示教育，5月以来，交通银
行平顶山分行组织党员干部
职工开展了2022年清廉金融
文化建设专题学习活动。

为保证活动落到实处，该
行成立专题学习活动领导专
班，细化布置了活动实施方案
及具体措施，组织辖内全体员
工通过现场及线上方式学习
了“行长讲合规——《内控优
先 合规为本》”的相关内容。
该行通过解读合规制度、法律
法规以及警示案例学习，教育
引导全行干部员工将清廉金

融文化建设融入党建、业务发
展、经营管理等，从源头筑牢
廉洁合规防线，强化职业操
守，严守党纪国法，让组织放
心，让群众满意。

下一步，交通银行平顶山
分行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组织领导，细致落实平顶山
银保监分局和上级行关于清
廉金融文化建设活动的各项
工作安排，紧紧围绕活动目
标，确保活动实效，并将其作
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合规文化
建设的重要抓手，汇聚金融反
腐合力，为打赢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提供坚强政治保
障。 （王子轩 张秀玲）

交通银行平顶山分行
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专题学习活动

本报讯 为维护金融秩序
和社会稳定，保障金融安全，
落实监管机构及上级行社关
于反诈骗、反洗钱宣传月活动
的相关部署，进一步打击非法
集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恐
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5月
30 日，郑州银行平顶山分行
深入周边农村区域，围绕惠农
点开展“反诈骗 反洗钱 自我
维权”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行员工以惠农
点为中心走访附近农户，在为
农户提供普惠金融的同时，强
化对特定人群的专项宣传，向
农户发放宣传折页，围绕与农
户切身相关的金融知识进行
科普：不参与地下钱庄、网络
炒汇等赚钱平台；不出租出借
本人资金账户，以免成为他人
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不

使用自己的账户为他人提取
现金，避免本人账户成为涉洗
钱账户被冻结；不贪图蝇头小
利而成为不法帮凶。

该行强调少口号、多案
例、多图形、突出典型，通过列
举与诈骗、洗钱相关的具体案
例，向群众讲解如何避免成为
犯罪分子和恐怖势力转移资
金、清洗黑钱的帮凶，指导群
众如何举报洗钱、诈骗活动，
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反诈骗、反洗钱知识。现
场交流热烈，气氛活跃，取得
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下一步，郑州银行平顶山
分行将持续强化主体责任，加
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发动群
众，将反诈骗、反洗钱宣传工
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张秀玲 王羽佳）

郑州银行平顶山分行
开展“反诈骗 反洗钱 自我维权”宣传

为切实提升消费者金
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
力，6月7日上午，邮储银行
平顶山市分行在火车站储
蓄网点举办“普及金融知识

万里行”“普及金融知识 守
住‘钱袋子’”宣传活动启动
仪式。

该行副行长路金铎带
领员工向周边商户、过往群

众发放宣传折页，讲解支付
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反洗
钱、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
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风
险意识。 崔莉 摄

邮储银行平顶山市分行举行反洗钱宣传活动

本报讯 6月6日，舞钢市
政府通报表彰2021年度对该
市本级税收贡献前十名的单
位，舞钢农商银行位列第五
名。舞钢市委、市政府对该行
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支持当
地经济发展和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给予高度肯定。

近年来，该行认真落实舞
钢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履行

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
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
军银行的责任，为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面对新的发展要求，舞钢
农商银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
求、新期待，全力推进普惠金
融举措落地生根，以只争朝夕
的姿态再立新功。

（苗家企 张秀玲）

舞钢农商银行2021年度纳税工作受表彰

本报讯 近日，中行平顶
山分行推出信用卡夏日支付
立减活动。

京东支付享优惠。即日
起至 6月 30日，中行信用卡
用户首次绑定京东支付，即
可参与满10.01元立减10元 、
支付随机减（最高188元）、支
付满减（满3000元减20元）
以及京东超市、京东到家周

六享五折、10元封顶等活动。
微信支付享优惠。即日

起至6月30日，中行信用卡用
户首次绑定并使用微信支付，
即可享受满10.01元立减10元
优惠、首约汽车满30元减 15
元优惠、呷哺呷哺周末满80
元立减20元以及茶百道周末
满30元立减10元优惠。

支付宝首绑领红包。即

日起至 8 月 31 日，中行信用
卡用户首次绑定支付宝支
付，即有机会领取10元红包。

美团支付享优惠。即日
起至 6月 30日，中行信用卡
用户首次绑定美团支付，即
可参与首次消费立减6元至
66 元、支付随机减（最高 66
元）及美团外卖周六享五折、
10元封顶等活动。（朱梦楠）

中行信用卡夏日绑卡消费优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