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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本土银行金融担当

温州交行上线
“单一窗口”
标准版

温州银行存贷款规模超 300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通讯员 亓开） 近日，交通
银行温州分行成功上线开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
版金融服务，实现在线预约开户、跨境汇款、汇入汇款
资金性质确认，汇总征税保函、融资业务等多项功能。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旨在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降低企业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根据海关总署国
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今年“单一窗口”启动
第二批试点银行对接工作，该行成为第二批“单一窗
口”金融服务上线银行，并率先在“单一窗口”标准版
上开办业务。
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单一窗口”标准版上线后，仅
两个工作日内，就指导 4 家企业完成“单一窗口”三方
协议签署。后续该行将继续加大“单一窗口”及线上产
品的推广力度，让数据“多走路”，让企业“少跑腿”，
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 杨帆

通讯员 杨亚

秉承着初心服务地方、服务实体、服务市民，作为本土银行，温州
银行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为温州“三强两促”注入金融活水，
为
“重要窗口”建设增添金融风景。
近日，
温州银行交出亮眼成绩单，
管理体制改革两年半，
存贷款规模
首超 3000 亿元，
位列浙江省城商行第三。据介绍，
2018 年 3 月以来，
温州
银行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为目标，
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主动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回归商业银行本源，
构建起发展新格局。
“我们努力当好‘重要窗口’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为温州
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温州银行负责人表示道。

温州泰隆银行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为发展注入“红色动力”
打造“金鹿先锋”
党建总品牌

聚焦主业谋发展
改革发展按下“快进键”

企业发展，党建为魂。温州银行调动
植根于文化中的创新基因，为发展注入
“红
色动力”
。
温州银行率先改革了原先“ 两会一
层”分层治理的模式，重新构建了以党委
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分工负责制，党委班
子成员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协调
“三会一层”的运作，把党的领导内嵌到
全行战略发展、改革转型、经营管理、风
险管理的全过程，全面实现党委对全行工
作的统一领导。
近年来，该行以“个十百千”党建工程
为主载体，
持续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在组织
建制优化上，
分行实现二级党委全覆盖，支
部实现“支部建到部门上、支部建到支行
上”，为“一切工作到支部”打下坚实的基
础。
今年，该行提出打造“金鹿先锋”党建
总品牌，力推
“金鹿治理先锋”
“金鹿引领先
锋”
“金鹿堡垒先锋”
“金鹿群英先锋”四个
先锋建设，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

如何切实服务区域内经济发展，履行
金融行业的职能职责？
温州银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18
年以来，温州银行把
“整固规模、严控风险、
增收提效、强化管理”
放在经营主线首位。
在区域战略发展上，该行提出了“1+
3+6”区域发展战略，即做深做透温州本
土，大力开拓上海、杭州、宁波 3 个重点区
域性市场，并依托温州经验和沪、杭、甬资
源，带动其他 6 个异地分行良性发展。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对服务人民、
践行责任的基本要求从未改变。在产品业
务策略上，该行守正创新，
确立了
“上网、进
城、下乡”
业务发展战略，
小微业务重点做、
扎实做，个人业务用心做、创新做，公司业
务精准有选择地做，金融市场业务创造性
地做，将金融科技、城市金融和乡镇金融作
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在特色领域形成竞
争优势，在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
数字将该行的发展实绩真切彰显。截
至 2020 年 6 月末，温州银行总资产 2348 亿
元，比 2017 年末增加 138 亿元、增长 6.2%；

温州银行深入
“三服务”
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各项贷款余额 1335 亿元，
比 2017 年末增加
54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23.3%，占总资产
比例达到 56.9%、比 2017 年末上升了 21.1
个百分点；各项存款余额达 1678 亿元，比
2017 年 末 增 加 518 亿 元、年 复 合 增 长 率
15.9%，占总负债比例达到 76.0%、比 2017
年末上升 20.1 个百分点。

服务实体量增质升
金融活水灌溉“小微”
作为根植于浙江民营经济沃土上的本
土城商行，温州银行有着服务中小微企业
的天然优势，其贷款结构中，民企、小微贷
款占比分别达到 30%、60%。
近年来，温州银行以“技术+数据”驱
动业务创新、流程再造，持续丰富“零接触
服务”
产品。尤其是今年疫情以来，
研发推
出了温宅贷、金鹿 E 企贷、金鹿贴现宝、金

鹿资产池等产品体系，
让客户足不出户、业
务“在家办”。依托特定数据和大数据分
析，
激活企业
“沉睡”
的经营信息，
持续优化
迭代温享贷、政采订单贷、出口退税贷、跨
境电商贷等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小微园是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孵化
器。该行与小微企业园运营单位建立
“ 数 据 联 盟 ”，构 建 园 区 + 产 业 + 科 技 + 金
融的生态模式，将供应链金融、区块链金
融嵌入企业成长场景，为民营小微企业
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综合
服务，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尤其是初创企
业 的“ 首 贷 ”难 题 。 今 年 1-8 月 ，该 行 已
累计为 600 余户“无贷户”提供 53 亿元首
贷资金支持。
据悉，
作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
“主
力军”，该行已于近期启动增资扩股工作，
计划补充资本金，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
济、中小微企业的能力，
支持其扩大经营规
模，
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ATM 机无卡存款有弊端

温州有银行机构悄悄叫停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最近不少市民
发现，
有银行的 ATM 机上的无卡存款功能
悄然消失了。业内人士表示，
按照监管要
求，
国内无卡存款业务将逐步停下。

昨天，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银行发现
确实有不少银行取消了该功能。兴业银
行温州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目前，
ATM 机上可以无卡取款，不能无卡存款。
柜面可以无卡存款，不能无卡取款”。此
外，
工商银行温州分行也停止了 ATM 无卡
存款业务。
“这个业务明明很方便啊，怎么
会取消呢？
”市民陈女士表示不解。
市区一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事实上 ATM 机的无卡存款功能很少有市

民使用，并不是主流功能。
“ 取消无卡存
款的原因主要是这个功能其实存在弊
端。”市区一国有银行相关人士解释，每
年都会有因为在 ATM 机上误操作导致钱
存入别人账户的案例。特别是一些不太
会操作的老人，记错了卡号，又没有核对
好卡主的姓名，汇错了款，
“ 一般出现这
样的情况，
是比较难解决的。”
此外，还有犯罪分子通过 ATM 机无
卡存款实现电信诈骗。ATM 机因为只

为百姓眼健康事业奋斗

温州民生银行为“中国眼谷”贡献金融力量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帆 通 讯 员 侯 冰
清） 近日，为全面深化政产学研医
“五位一
体”
合作典范的协同创新机制，助力中国眼
谷建设成拥有世界一流眼视光平台和体
系，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眼视光产业集群
的生态城，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温州眼

视光国际创新中心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三方举办了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
温州龙湾区作为温州民营经济的最重
要策源地之一，
拥有
“中国制笔之都”
“中国
阀门城”
“中国鞋都女鞋基地”等多张“国”

字号金名片。如今，全球眼健康领域唯一
全产业链科创园区——
“中国眼谷”
又花开
温州龙湾区。温州医科大学及眼视光医院
是中国眼谷的主要建设方。而作为全国第
一家主要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始终以“民”为根

有摄像头，没有人员交流，所以更容易
成 为 不 法 分 子“ 遥 控 指 挥 ”的 最 好 工
具。此外，ATM 机的无卡存款业务可能
会让同时想要“洗钱”的人找到“漏洞”，
因为没办法确认存款人和收款人的关
系，只有账号与账号之间的交流，所以
资金的来源和用途难以监控。业内人
士表示，按照监管的要求，有银行逐步
取消该功能将是大势所趋，市民在使用
ATM 机无卡存款也要注意风险。

本，秉持“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核心理
念，努力发展，务实创新。
“为人民服务”和
“以人民为中心”
是三方共同的宗旨。
此次三方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彰显
了三方共同致力于中国眼谷追求“为百姓
眼健康事业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决心。未
来，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将在温州龙湾区人
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携手温州眼视光国
际创新中心，为入园企业和项目营造创新
创业
“阳光雨露”
金融生态体系，
为
“中国眼
谷”打造世界一流眼视光平台贡献民生力
量和民生智慧。

本报讯 （记者 邹雯雯 通讯员 厉方琼） 为积极响
应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帮助市民更好地了解身边
的网络安全风险，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泰隆银行温州分行
围绕
“共建网络安全，
共享网络文明”
为主题，
开展了形式
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
泰隆银行温州分行各营业网点在营业大厅显眼处摆
放有关网络安全主题的电子海报屏、宣传折页，
利用客户
等候办理业务的空闲时间，由大堂经理及网点客户经理
进行解读。此外，
温州泰隆积极开展客户请进来、员工走
出去活动，向儿童、青年、中老年等群体宣传普及网络安
全知识。
活动期间泰隆银行温州分行通过电视机播放宣传视
频 15 次，分发宣传折页 500 余份，覆盖人次近 700 人。未
来，
泰隆银行温州分行将此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巩固金融
科技产品助力小微企业的宣传成果，在日常服务中持续
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让金融科技普惠民众、安全意识深入
人心。

体彩

明星带你走进浙江安吉
让绿水青山更加美好
作为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手打造的脱贫攻坚
主题公益纪实节目，
《温暖有光放映队》已走过了六程山
水，用公益的光芒照亮了诸多偏远山区。在即将播出的
第七期节目中，放映队长姜宏波、放映队员凌潇肃、唐一
菲以及王丽萍，
将一起走进浙江安吉余村。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属于国家 4A 级景区，是全国美
丽宜居的示范村。然而曾经的安吉余村，遍布荒山、矿
山，生态环境相当恶劣。2005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两山”理念首次提出，余村便彻底与开山采石告
别，
开辟出一条以休闲旅游为主的美丽乡村之路。
文化礼堂是浙江农村的一大文化特色，为了将乡村
文化礼堂更好地利用起来，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余村
结合了不同乡村的特点，
通过定制个性化的体育项目，
推
出了中国体育彩票文化礼堂村运会系列活动。截至
2020 年底，浙江省将建成 17000 余家农村文化礼堂，成为
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据悉，
“十三五”期间，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全省
6000 余个农村文化礼堂增添了体育设施。利用文化礼
堂阵地，浙江省累计开展体育下基层活动近 150 场次，惠
及 20 万人次。

福彩

瑞安彩民全复式喜中 759 万元
9 月 13 日，双色球第 2020089 期开奖，全国开出头奖
11 注，
我市瑞安一彩民幸运击中 1 注头奖。
据悉，该中奖彩民凭借一张“11+2”的全复式自选票
幸运击中 1 注一等奖，1 注二等奖，加上固定奖金，共计中
得 7598696 元，中出大奖的地址为瑞安市塘下镇场桥五
方村西街路 123 号编号为 33035746 的福彩销售站。
目前，
福彩双色球
“28 送 6”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本栏目由杨帆整理
投资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