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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副重担

聚焦疫情防控 推广线上服务

我市保险业开展
“3·15”消费者
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
文/记者 张丽华 通讯员 李秀云
为持续推动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工作，做好疫情防控期金融服务，上周，在
湛江银保监分局的统一部署下，我市各保
险机构开展了“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 助
力疫情防控”为主题的
“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因疫情防控需要，
此次活动以线上宣传为主要形式，重点围
绕保险服务支持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倡导依法理性维权、加强“以案说法”
风险提示三大方面内容，多角度、广覆盖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宣传活动。

加大线上教育宣传推广力度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实现客户足不出
户也能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我市
各保险机构发挥互联网线上媒体渠道作
用、加大线上服务推广力度和保险知识宣
传。
一是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利
用公司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
台、网点电子屏幕等载体，投放电子海报、
与本次活动内容相关的金融知识宣传音
视频和图文资料，提升线上服务水平。

二是在微信公众号推出“以案说险”
专题，积极普及保险知识，从疫情期间易
发生的诈骗案件到了解消费者“如实告
知”再到保险机构教学，结合实际案例，各
保险机构助力提升保险消费者的风险意
识及自我保护能力。
三是开展线上有奖问答微信小游戏，
以数字化、趣味化的形式进行金融知识普
及教育，提升广大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权意
识。
据统计，在宣传周期内，我市保险行
业共计 13720 名从业人员参与，发布线上
宣传资料 38.6 万余份，活动覆盖消费者达
37.2 万 人 次 ，向 消 费 者 发 送 宣 传 短 信
3403 条，原创官方微博阅读数量 37366
人 次 ，原 创 微 信 公 众 号 宣 传 阅 读 量
130285 人次，转发监管发布消费风险提
示或
“以案说险”
信息 2606 次。

多措并举助力抗击疫情
为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
市各保险机构应对疫情形势变化，充分发
挥保险机构的风险保障作用，针对疫情有
差异性采取取消等待期、取消医院限制、
预付赔款等措施，简化理赔流程，开通绿
色理赔通道，保障疫情期间理赔服务质量
不减、档次不降。
据了解，我市保险业共计 42 家保险
机构对旗下 431 款保险产品在原保险责
任的基础上进行保险责任扩展。如太平
人寿湛江中支对“太平福禄终身重大疾病
保险”等 26 款产品在原保险责任的基础
上扩展责任有效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24 时止。前海人寿湛江分公司向投保前
海家多保重大疾病保险等 9 款保险责任
扩展产品的客户发送短信，告知其保险责
任扩展的详情。据湛江市保险行业协会
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全市保险行业共计
为抗击疫情人员赠送专属保险保障金额
366.84 亿元，
捐款捐物 26 万余元。

畅通渠道维护消费者权益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各保险机构纷纷
采取完善公司投诉处理机制、公告投诉渠
道和投诉处理流程、畅通线上线下投诉渠
道等相关措施，利用网络、电话等方式打
造“非接触式”服务场景，妥善化解矛盾纠
纷，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消费
者维权服务质量。
在充分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前提
下，各保险机构在“3.15”活动周期间开展
总经理接待日活动，领导班子亲自坐镇进
行现场接访，主动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解答客户疑惑，
倾听客户心声。
湛江市保险行业协会在湛江银保监
分局的指导下，积极做好“广东保险消费
者权益维护微信小程序”推广使用工作。
该协会的保险纠纷调解处置专业委员会
持续为保险消费者提供保险与法律咨询、
保险纠纷调解等服务，及时化解消费者与
行业之间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保险消费
者合法权益。据了解，2019 年以来，该协
会调委会已积极调解案件 101 件，调解成
功率达到 95%以上，有效推动保险公司服
务关口不断前移，增强保险消费者的认同
感和保险公司的参与度。

邮储银行湛江市分行强化信贷支持
打好防疫复产
“组合拳”
文/记者 张丽华 通讯员 苏少雅
自疫情发生以来，邮储银行湛江
市分行主动对接辖内企业及个人，摸
排融资需求，开辟绿色通道，打出疫
情防控贷款服务
“组合拳”，
助力全面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今年以来，该
分行累计发放各类贷款 7.46 亿元。

授信审批提速
为复工复产按下“加速键”
一笔 900 万的贷款，从提交申
请、现场调查、方案制定到完成审查
审批，用时仅 24 小时。这是邮储银
行湛江市分行为纳入
“湛江市政府首
批央行抗疫专项再贷款推荐企业”名
单内的湛江国联饲料有限公司提供
金融服务的速度。
湛江国联饲料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水产饲
料高科技企业，且是我省重点农业龙
头企业。疫情期间，该企业承担着渔
业养殖饲料供应的重要任务。疫情
发生后，因需加大饲料供应用于满足
养殖户生产需求，且原料成本增加，
企业资金面临缺口。
面对企业复工复产迫切的资金
需求，保障我市水产养殖业全面复
产，抢抓生产时效，该行第一时间启
动绿色通道，增强市、县两级联动，根
据“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开
启“百米冲刺”模式，办好授用信，给
予专项利率优惠，企业获得财政贴息
后实际承担贷款利率仅 1.1%。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湛江市分行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 591 户，投放贷
款 5.18 亿元，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约
72BP，预计一年为企业节省贷款资
金成本 370 万元。

全力纾困解难
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农行湛江分行：惠农 e 贷助力菠萝、火龙果产业发展
文/记者 张丽华 通讯员 李彬春
前段时间，徐闻县长线上帮助菠萝种
植 户 直 播 带 货 备 受 关 注 。3 月 13 日 ，
“2020 徐闻网络菠萝节”开幕，来自徐闻
七个菠萝主产镇区的镇长，在直播中推销
徐闻菠萝，让徐闻“直播中的菠萝”再次走
进了全国网友的视野。
徐闻县是中国菠萝生产第一大县，菠
萝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年均生产菠萝达
近 70 万吨，面积及产量超过全国的三分
之一，有“中国菠萝之乡”的美称。进入 3
月，徐闻县“菠萝的海”逐渐变得金黄。今
年菠萝丰收，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
地客商少、物流成本高、市场售价低，近万
户农民赖以为生计的菠萝面临滞销的风
险。
“今年的菠萝产量不错，我家种了 58
亩地菠萝，收了 172 吨，可是没老板来收，
亏本不少。接下来的承包土地、购买肥料

等等都还要花上不少钱。”菠萝种植户老
鲜果年产量 40 万吨，火龙果产业产值达
郑说道，
“ 好在农行及时帮助，给我贷了
30 亿元，是村民们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14 万元，一下子就解决了资金问题，也帮
3 月的火龙果园绿油油一片。为支持农户
忙联系罐头厂收购了一些菠萝，这才让我
春耕，助力火龙果种植户扩大种植面积，
渡过了难关。”
提高亩产量，农行湛江分行及时创新推广
据了解，农行湛江分行在了解徐闻种
遂溪“火龙果贷”快农贷产品，满足种植户
植户菠萝面临滞销的困境后，主动联系徐
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
闻县连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其帮
已累计为超过 70 户火龙果种植户发放
忙收购农户部分菠萝，帮助种植户拓宽销 “火龙果贷”
600 多万元。
售渠道。同时以徐闻“菠萝贷”快农贷产品
“下一步，我们将以徐闻‘菠萝贷’
、遂
对接菠萝种植户，给予资金支持，帮助种
溪‘火龙果贷’等快农贷产品为主线，加大
植户复种复耕。近期，该行投放了“菠萝
对湛江辖内特色农产品种植农户的资金
贷”400 万元，有力解决了 30 户菠萝种植
支持力度，同时也积极开展‘一企一策，金
户资金紧缺问题。
融暖企’行动，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与徐闻菠萝进入丰收期不同，遂溪县
业等提供资金支持，全力帮助企业复工复
的火龙果正迎来生长的好时节。遂溪火龙
产，以合作社带动农户增产增收，多途径
果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019 年 9 月
帮助农户发家致富。”农行湛江分行有关
末，遂溪县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 10 万亩，
负责人说。

面对疫情，邮储银行湛江市分行
多措并举，主动关心、一户一策，了解
企业客户疫情防控情况、受疫情影响
情况，对接重点相关企业，尤其是针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物流运输、水产养殖等行业客
户以及与疫情重灾区业务联系紧密
的企业客户，切实做好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暂时困难企业的金融服务工
作，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为疫情
影响下负重前行的企业提供及时的
“资金驰援”。
该行某住宿业的小企业信贷客
户因受疫情影响，客源大幅度减
少，企业的还款出现暂时性困难，
急需帮助。了解到企业难处，经调
查了解，该行给予企业 1 年半的宽
限期，以减少每月的还款额，缓解
企业的资金压力，支持企业持续经
营，渡过难关。
据了解，邮储银行湛江市分行通
过合理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方
式、增加信贷额度及征信保护等方式
办理贷款缓释 58 笔、金额约 4200 万
元。

推广线上服务
保障金融服务不断档
看着仓库满满的奶粉、牛奶饮
品、纸巾、洗涤液等日常用品，雷州的
刘老板感言，这都得益于邮储银行的
金融支持，通过线上产品“极速贷”，
足不出户，短短 30 分钟时间，就成功
获得授信额度 30 万，为储备货物备
足了资金。
据悉，在疫情防控期间，为避免
人员高频接触带来的风险，邮储银行
湛江市分行充分运用科技赋能，拓宽
贷款线上渠道，推广使用 E 捷贷、极
速贷、小微易贷等线上产品，24 小时
满足客户用款需要。借助这些产品，
该行将
“线下”业务向
“线上”迁徙，实
现了金融服务
“不打烊”。截至目前，
该分行本年累计发放线上贷款近
920 笔，贷款金额约 1.22 亿元。
下一步，邮储银行湛江市分行将
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抗击疫情工
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监管部门的
相关要求，全力为疫情防控提供金融
支持，坚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农行湛江分行社保卡
即时发卡自助设备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张丽华 通讯员李
彬春）3 月 18 日，农行湛江分行成功
使用社保卡即时发卡自助设备为客
户发放社保卡。
“以前听说办社保卡要一两个
月，没想到现在居然几分钟就办好
了，真是太方便了！”
在农行湛江分行
的营业厅，领到社保卡的客户笑呵呵
地说道，对该行社保卡及时发卡设备
表示高度赞许。
据了解，近年来农行湛江分行深
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着力构造智

慧化、开放化和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为解决群众办卡难、办卡慢的难题，
该行始终秉承
“客户至上、始终如一”
的理念，利用金融科技，创新社保卡
新发、补换“即办即取”新模式，实现
了社保卡新办或补换平均只需 5 分
钟的目标，积极履行
“一次办好、推动
便民”的社会责任。
据悉，目前农行湛江分行辖内
11 个一级支行营业部已全部实现社
保卡即时发卡自助设备投放，实现我
市各县（市、区）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