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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近日，两位老人来到宁波银行
高塘支行，没有立即办理业务，而是
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求帮助。网点大
堂经理小施见状，立即上前询问。可
是他们连连摆手，然后不停比划手
势。小施这才明白，两人都是聋哑人。

两位老人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这让沟通很困难。小施先请他们坐
在大堂沙发上，再倒上两杯温水，然
后找到纸和笔，请他们将需求写在纸
上。但又遇到了困难，两位老人识字
不多，很难顺畅地写出他们的要求。

经过写字、比划，小施了解到，
他们需要办理 4 个社保卡变更业
务。小施立即拿出业务表格，又是一
番写字、比划，终于将业务表格上的

内容填齐全。
虽然是一笔简单的业务，但整

个过程持续了 30 多分钟，最终两位
老人办好了业务。老人紧紧握住小
施的手，不停比划着称赞和感激的
手势。

宁波银行高塘支行是一家以老
年客户群为主的网点，九成以上的
客户是周边社区的老人。特别是高
塘支行近期承接了社保卡变更业务
后，每日很多老人来这里办理此项
业务。而高塘支行一直细致、热情地
为老人提供周到的服务。

这样的场景每天在宁波银行网
点内出现。在宁波区域，宁波银行有
230 家网点，其中 62 家是社区支行

网点，主要服务网点周边的社区居
民特别是老年人。随着金融数字化
持续推进，宁波银行关注到老年人
的金融需求难点，努力做到设施有
保障、服务有温度，让金融服务更加
适老、更加人性化。

目前，宁波银行在网点内为 60
周岁以上老人及残障人士开通了无
障碍通道及爱心窗口，网点内提供
老花镜、助听器、放大镜、轮椅、血压
仪等便利工具。对因行动不便确实
无法到网点办理业务的老人，宁波
银行第一时间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2020 年，宁波银行共计开展 80 余次
上门服务，快速响应老年客户的金
融需求，获得家属肯定和好评。

宁波银行部分网点承接了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本级退休人员
养老待遇的发放工作，月均发放笔
数 12 万笔以上、涵盖人数将近 5 万
人。宁波银行通过专线发放、专窗对
接等措施，保障钱款及时入账，让退
休老人安心放心。

宁波银行各网点大力普及金融
知识，提升老人风险防范意识；举办

“智能手机小课堂”，手把手教老人
使用银行 APP 转账、缴费等。在日
常办理业务过程中，对客户特别是
老人的大额资金划转，严格做到“四
问 一 告 知 ”，帮 助 老 人 守 住“ 钱 袋
子”。2020 年至今，宁波银行堵截电
信诈骗 21 起，为客户挽回资金 400
余万元，其中多数当事人是老年客
户。

宁波银行：贴心服务 暖心助老

今年，工行宁波市分行针对小
微企业金融需求特点，加大“e 抵
快贷”、“经营快贷”、“数字供应
链”等线上融资投放，提高中长期
贷款占比，加快“数字普惠”升级
等有力举措，不断提升普惠金融供
给水平与能力。2 月份，普惠金融
贷款单月增量位居宁波同业第一。

健康发展的小微企业，是千千
万万从业者的安身立命之所。针对
小微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周
转、经营管理、商业拓展等难题，
工行宁波市分行持续优化以融资、
融智、融商为核心的普惠金融综合
服务，通过线上线下协同，不断拓
展服务广度和深度，全方位支持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助力提升民生福

祉。应女士在宁波经营一家进出口
公司，近日因一笔外汇资金无法及
时到账，导致公司在一笔货款支付
上出现困难。工行宁波江东华光城
支行客户经理结合客户相关情况，
用智能估值、审批快捷、随借随
还、循环期长的“e 抵快贷”，通
过“后台大数据+调查标准化+决
策智能化”的业务流程，完成了合
同签订、办理抵押、房产评估、收
妥权证等系列操作，仅 4 天就为应
女士公司办妥了 420 万元的提款。
工行宁波市分行“e 抵快贷”采取

“ 线 上 24 小 时 申 请 + 线 下 快 速 对
接”的业务模式，也赢得了宁波众
多小微企业的称赞。

（沈颖俊 文/图）

工行宁波市分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护航小微企业

“农行的对公账户年检方式
为系统自动比对，若账户信息没
有变更，是不需要进行账户年检
的。”近日，某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人员龚女士在得到农行余姚泗
门支行客户经理魏丽峰的明确答
复后，终于放下了一桩心事。

原来，几日前龚女士接到自
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对
方称需要添加 QQ，以便后续企
业年检资料的传输。龚女士怕错
过企业年检，但由于来电显示为
9594 开头的 12 位陌生号码，异
于寻常电话号码，且开展年检的
形式也与以往不同，又怕上当受
骗。犹豫不决下，她找到了泗门
支行的客户经理魏丽峰进行确
认。魏丽峰向龚女士阐明了正常
的年检要求和流程，并介绍类似

的电信诈骗手法多为不法分子冒
充银行工作人员，以账户年检等
名义，联系企业财务人员添加
QQ 后，将其拉入 QQ 群，并在
群里冒充有“企业老板”，在获
取财务人员信任后，诱导财务人
员转账，实施诈骗。至此龚女士
才恍然大悟。

诈骗“套路”不断翻新，犯
罪分子千方百计编造各种虚假事
实迷惑受害者，可谓防不胜防。
为此，农行宁波市分行提醒广大
市民：遇到电话或短信通知企业
账户年检、办理贷款等问题，应
第一时间联系经办网点或官方客
服进行确认，请勿轻易点击相关
链接或添加 QQ、微信，更不要
随意转账汇款，谨防电信诈骗。

（杨佳楠 赵梦青）

农行宁波市分行用心守护客户钱袋子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群体客户，
创造适老、敬老、愉老的服务环境，
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金融智能
技术中遇到的困难，兴业银行宁波
分行近日通过改造网点设备及服
务，立足适老化工作细节，突出为
老服务的方便性、安全性、特色性。

“安愉人生”品牌是兴业银行
自 2012 年起面向市场推出的业
内首个养老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通过该项业务，一方面为老年人
提供专业、优质的老年大学课程
服务，做好政府办学的补充，实现
老有所学、老有所享；另一方面将

提供养老金融服务与践行社会责
任紧密结合，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把兴业银行“安愉人生”会员权益
做深做透，实现“安愉人生”品牌
内涵的社会价值。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在为老年
客户提供更好的软硬件服务方面
下足了功夫：规范标识标牌提示，
放置优先座台牌，设置敬老专座、
爱心窗口，提示老年客户享有优
先办理业务的权益；布置特色设
施，配备移动填单台、老花镜、血
压仪等，为老年客户提供更优质
更贴心的服务。 （王颖）

“甬助老·百千万”兴业银行在行动

“3 · 15 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日 ”
之际，邮储银行宁波分行积极组织
辖内网点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保障广大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联合
天水家园社区开展主题为“以人民
为中心，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

的宣传活动，以增强消费者金融决
策力、风险防范意识和获得感为目
的，重点关注老年人等人群，加大对
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引导其正确使
用金融服务，倡导理性消费观念。

邮储银行宁波宁海县支行前往
跃龙街道怡惠社区正学公寓小区，

在社区内设立专题宣传窗向社区居
民宣传金融知识。同时，通过分发
折页现场讲解的方式，向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进一步强化金融知识普
及，提高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非
法集资等行为的意识，提升自我保
护能力。

邮储银行宁波奉化区支行则走
进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开展金融
知识宣讲。本次宣讲以银行卡基础
知识为切入点，向学生普及借记卡
与信用卡的区别，并告知学生防范
信用卡盗刷的关键点。

（王颖）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近 日 ，《亚 洲 金 融 评 论》

(IFR Asia)公布“2020 年亚太最
佳投行”评选结果，中国银行荣
膺“中国最佳债券承销商”。同
时，其主承销的 30 亿元亚投行
熊猫债获评“最佳人民币债”。

2020 年，中国银行境内全
市场债券承销量保持市场领先，
中资离岸债券承销份额连续多年
排名市场首位。此次获奖体现了

中国银行在国际债务资本市场的
领先优势，彰显了中国银行在助
力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和中国企业
境内外融资、推广绿色债券和疫
情防控债券等方面的突出贡献。

下一阶段，中国银行将充分
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积极
助力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持续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深
层次对外开放。 （王颖）

中行荣膺“中国最佳债券承销商”工行宁波市分行客户经理走访宁波汉竹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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