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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CHENG JINRONG

本报讯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普通
老百姓敢去医院看大病了！”谈起大病保险
推行的效果，不少参保群众这样说。

在北海，参保群众的医疗费用在基本
医保报销之后，超过6000元起付线的合规
自付部分，还能按照比例进行“二次大病
报销”，且上不封顶，这让看病的参保群众
吃了定心丸。自2014年以来，我市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有效减轻了大病患者家庭的
医疗费用负担，提高了参保群众的健康保

障水平。
家住在合浦县乌家镇西大村委的黄先

生就是大病保险的获益者之一。黄先生夫
妻俩常年在外拉货挣钱养家，为了让儿子
亮亮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夫妻俩还特意
把亮亮接到城里上小学，并由爷爷奶奶进
行照顾。2020年初，亮亮的爷爷打电话给
夫妻俩说，亮亮最近总拉肚子，夫妻俩以为
亮亮患了普通感冒没放在心上。6月初，夫
妻俩干完手头的活后回家，发现亮亮身体

很瘦，才赶忙将亮亮送往医院检查。辗转
合浦县医院、南宁市妇幼保健院检查后，亮
亮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如果没有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给我报的16.45万元，这一次不仅要把多年
务工的收入全部花完，还要欠下一大笔
债。”黄先生感慨地说，从去年6月初开始，
亮亮先后住院7次，医疗总费用达26.13万
元，基本医疗报销了9.41万元，大病累计报
销7.04万元。黄先生说，现在比以前好多

了，出院时在医院“一站式”结算，既不要自
己垫钱，手续又简单，真的为老百姓办了件
大好事，让我有了继续给孩子治疗的信心。

疾病无情人有情，大病保险惠民生。
我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关系到136万参保
群众的利益，太平人寿广西分公司本着时
刻践行“保险姓保”的价值理念，认真贯彻
落实大病保险惠民政策，更好地保障参保
群众病有所医，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吴星远）

大病保险让老百姓病有所医

本报讯（记者 姚浩燕 通讯员 石
崇 云）记者从工商银行北海分行获悉，
2020 年，该行累放个人经营类贷款 4972
万元，有效解决个体经营户融资难、担保
难问题，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注入蓬勃金
融发展动力。

个体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工商银行北海分行以产品创新为载
体，以产品渗透为手段，积极推广适合当地
个体客户需求的“农担贷”“渔船贷”“经营
快贷”等产品，积极支持当地个体私营经济
发展。

以“农担贷”为抓手，支持涉农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针对涉农个体私营户经营场所

多为山林地、滩涂等，经营规模小，难以提供
抵押物，又无法找到合适的担保人等难题，
该行加强与广西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合作，实
现涉农个体私营户贷款“农担贷”的多放快
放。2020年，该行累计发放涉农个体私营
户“农担贷”金额505万元，“农担贷”有效解
决涉农个体私营户贷款担保难难题。

以“渔船贷”为抓手，支持涉海个体私
营经济发展。该行积极在产品创新上狠下

功夫，发挥北海市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
源，个体海洋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发达，
个体海洋渔业经济迅速发展，个体客户融
资需求旺盛，拥有丰富个人信贷资源等优
势，经向上级行申请，该行获得开办渔船抵
押个人经营贷款（“渔船贷”），用于个体海
洋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等，有力支持当地
个体海洋经济的发展。

发展个人经营快贷，圆创业梦、就业

梦。该行积极落实普惠金融政策，注重个
贷新产品的推广，推出个人经营快贷，借款
个人足不出户全程自助网上随借随还、随
还随借，实现贷款“秒贷款”“秒还款”，个人
经营快贷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2020年，
该行累计发放个人经营快贷金额1717万
元，同比净增527万元，有效解决个体经营
户资金需求的短、小、频、急的难题，助力个
人成就创业梦、就业梦。

工行北海分行加大信贷资金投入

倾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

编者按：
北海银行业保险业消费

者投诉纠纷调解中心自成立
以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消
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
为消费者释疑解惑、排忧解
难，受到消费者称赞。为进
一步帮助消费者解决在金融
消费中遇到的问题，今天，本
刊特刊登金融消费案例处理
方式，便于消费者借鉴。

案例一：
关于收取取款手续费案例

案情简介
客户黄某某致电调解中心，称

其用储蓄卡在某行网点ATM上
先后分8次取款21400元，取款时
ATM屏幕上和打印出来的凭证
上都没有显示手续费相关事宜，
但事后经查询发现账户余额里扣
取了共计123元手续费。黄某某
多次联系发卡行客服热线，均未
能得到解决，遂向调解中心热线
投诉。

处理过程
接到调解中心转办该投诉后，

该行立即安排专人调查核实，调查
结果为黄某某使用他行的银行卡
（跨行跨地区）在该行网点ATM上
取款，该行ATM在取款画面有收
取手续费的提示，但打印出来的客
户凭条纸上确实没有显示具体收
取多少手续费相关事宜。对此，该
行高度重视，将相关情况上报发起
行，发起行表示尽快对ATM进行
升级。ATM升级后，打印给客户
的取款凭条将增加ATM跨行取款
收取手续费的提示。

该行同时第一时间与客户黄
某某取得联系，详细解释了整个
ATM取款结算流程，告知了客户
手续费扣款方为发卡行，并不是
该行收取，取得了客户的谅解。

法律分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金
融机构应当按照相关监管规定披露

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经营
信息、金融产品和服务信息以及其
他信息。”金融消费者在获取金融服
务或者商品过程中享有知情权。金
融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与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信息，应
披露的重要内容包括金融消费者应
当负担的费用（包括金额的确定、支
付时点和方式）。

客户在该行 ATM 上办理需
要收取手续费的业务时，虽然
ATM有提示收取手续费画面，但
打印出来的客户凭条没有详细说
明收取费用的金额，侵害了金融
消费者的知情权。

案例启示
该行ATM取款画面虽有提示

跨行取款需要收取手续费，但未明
确收取多少，也不能打印手续费单
据。银行机构就进一步完善本行
ATM 系统，提示手续费相关事
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和《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规
定，有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其金融产
品和服务的权利和义务。
（本报记者 肖正东 姚浩燕 整理）

以案例现身说法 保护消费者权益

北海市区农信联社：

成功发放首笔“桂惠贷”
本报讯 1月8日，北海市区农信联社向北

海市银海区个体工商户发放了20万元“桂惠
贷”。至此，该联社首笔“桂惠贷”成功落地，及
时帮助客户解了燃眉之急。

据介绍，自治区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桂
惠贷”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
案》政策发布后，北海市区联社作为地方法
人银行，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积极响应各级
政府的号召迅速行动，抢抓政策机遇，坚守
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立足本地产业特色，聚
焦“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等薄弱环
节，全面推出“桂惠贷”系列信贷融资产品，
争当“桂惠贷”业务排头兵，做好金融支持

“六稳”“六保”工作。
此外，北海市区联社充分利用点多面广

的优势，以“万名农信先锋进万村”活动为契
机，做好“桂惠贷”的政策宣讲和贷款服务工
作，进一步优化信贷流程，提高线下线上审批
效率，同时做好贴息资金申报工作，确保“桂
惠贷”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为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欧建男）

本报讯（记者 姚浩燕）1月 1日，桂
林银行北海分行成功发放北海地区及该
分行首笔“桂惠贷”业务，贷款金额150万
元。

据了解，为构建更加有效的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体制机制，为广西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创造更高质量金融供给，“桂惠贷”
政策作为自治区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六保”

“六稳”部署要求的延续和创新，聚焦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为区

内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信贷资源支持。
桂林银行作为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积

极响应各级政府的政策号召，抢抓政策机
遇，做到主动担当，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桂惠贷”政策发布后，桂林银行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组织学习，进行安排部署，并

制定“桂惠贷”开门红方案，加快推进业务
落地进度。该笔业务不仅让企业实实在
在享受到“桂惠贷”优惠利率，而且在政策
实施的第一天快速完成投放，解决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桂林银
行服务的效率和责任担当。

桂林银行北海分行：

投放“桂惠贷”助力企业发展

兴业银行北海分行：

“桂惠贷”业务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肖正东 通讯员 肖毅）

近日，兴业银行北海分行成功为北海市某食
品冷冻公司发放了一笔金额 500 万元，年利
率仅 3.5%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实现了该
行“桂惠贷”业务“开门红”。该笔业务的成
功落地帮助企业缓解了经营压力，有效降低
了企业融资成本。

据了解，作为自治区政府贯彻落实中
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的延续和创新，

“桂惠贷”政策重点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计划在未来五年
内，统筹全区各级财政资金，每年安排 40
亿元，对辖内金融机构当年新发放且符合
条件的贷款按照 2 个或 3 个百分点利差比
例进行补贴，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每年投放约 2000 亿元优惠利率
贷款，为区内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信贷资
源支持。

政策文件颁布后，兴业银行北海分行迅
速行动，部署工作推进方案、培训业务办理
流程、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等。为扩大政策宣
传覆盖面，该行坚持服务重心下沉，积极下
企业走厂矿，将利率优惠且灵活的产品政
策、优质的金融服务送达客户。同时，为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该行主动优化审批流程，
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加大信贷优惠力度，得
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中行北海分行：

首笔“桂惠贷”润泽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 姚浩燕 通讯员 温容

王苡萱）“真的太感谢中行了，临近春节要备
货，‘桂惠贷’政策不仅帮我们解决资金的燃
眉之急，还降低了我们小微企业的运营成
本！”1月 7日，刚刚获得中行北海分行200万
元“桂恵贷”支持的北海市某食品公司负责人
难掩激动。

据了解，该公司是当地特色水产企业，因
春节备货需要，急需一笔资金收购虾等原材
料。1 月 6 日，该公司向该行申请经营性贷
款。该行按照北海市关于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重点指标百日攻坚行动相关决策部署，切
实提升信贷服务效率和水平，对于小微民营
企业，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开
辟绿色服务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
发放。

“这是我们投放的首笔普惠客户‘桂惠贷’。”
据中行北海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接待该水
产企业财务负责人时，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
况，银行主动宣传“桂惠贷”相关政策，推荐其
办理“桂惠贷-经营贷”产品，利率仅为2.83%，
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解了燃眉
之急。

本报讯（记者 肖正东 通
讯员 张晓东）北部湾银行北海
分行坚持不懈狠抓清廉金融文
化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日前，
北海市银保监局摄制组专程到
该行拍摄清廉金融视频宣传片，
宣传推广该行清廉金融文化建
设情况。

据了解，北部湾银行北海分
行建行以来，十分注重发挥清廉
金融文化引领方向、防范风险、
促进发展、塑造形象的重要作
用。该行将清廉金融文化与金
融管理文化、内控合规文化、家
园文化和服务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增强内控质效，提升依法合
规经营水平，强化预防廉洁风险
和道德风险，在全行树立鲜明的

崇廉拒腐的价值取向，为北部湾
银行北海分行改革创新提供了
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自2009
年开业以来，该行一直保持着零
事故、零案件的良好记录。

同时，该行还积极响应主管
部门的号召，积极依托“三会一
课”，运用办公场所墙廊、营业网
点宣传板报、LED显示屏等，主
动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宣传，使清
廉合规入脑入心、外化于行。
2020年，该行在监管部门组织的

“培育清廉金融文化 规范文明
服务礼仪”文艺晚会荣获三等
奖；分行3名同志在“弘扬清廉文
化 建设廉洁金融”主题演讲比
赛和“清廉金融”主题征文中分
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

北部湾银行北海分行

强化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肖正东 通讯员 潘
彬）1月 8日，农发行北海市分行向北海鱼
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放贷款3759万元，
用于铁山港固废循环利用环保综合体一
期工程项目建设，实现 2021 年贷款投放

“开门红”。
新年伊始，农发行北海市分行进一

步提高“履职靠贷款、效益靠存款”的
认识，以加快推进存贷款业务发展为主
线，理清思路，坚定信心，抢抓发展先

机，夯实业务根基。据了解，北海铁山
港固废循环利用环保综合体一期工程
项目总投资 4.4 亿元，其中，农发行北
海市分行授信 2.85 亿元，目前已累计投
放 1.8 亿元。该项目建设以处理铁山港

区内露天堆放的各类废渣为契机，一方
面解决港口码头的环境污染问题，实现
冶金废渣的综合再利用，另一方面项目
所生产的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当地的经
济建设要求，还可以通过港口码头发挥

强大的海运物流优势，引进国内及国外
的优势资源，加工形成绿色建筑材料产
品服务当地、海南及粤港澳大湾区，乃
至走向东南亚，为发展“向海经济”打
下坚实基础。

农发行北海市分行抢抓发展先机

2021年首笔贷款支持绿色经济

本报讯（记者 姚浩燕 通讯
员 王亦菲 王苡萱）望着在床上
躺着的孙子，再看着手上的社保
卡，陈家奶奶不由得叹了口气，好
不容易申请到政府的低保金，但
是社保卡的激活成了难题。

据了解，陈家奶奶孙子陈某为
特级脑瘫残疾人，丧失一切自理
能力，其监护人（残疾人父母）都
在服刑，一直是由80多岁的奶奶
照看。老人家没有退休金，生活
十分困难，平时都是依靠亲戚们
的救助维持生活。如今申请到了
低保金，待社保卡激活后就能领
取了，可是，老人不是监护人，无
法代办孙子的社保卡业务，社保
卡迟迟无法激活使用，这成了老
人最大的烦心事。无奈之下，老
奶奶向市西街街道办事处反馈了
这件烦心事，并寻求帮助。街道
办接到老人家的诉求后，联系市

残联协商解决办法。
市残联了解到老奶奶家的特

殊情况后，鉴于发卡银行为中国
银行，便电话联系就近的中国银
行北海分行四川路支行，寻求该
支行帮助。该支行获悉客户情况
后，立即启动了特殊客户应急处
理预案。经过支行和条线部门的
共同协商，得出了高效便捷的解
决方案。

该支行成立了上门服务小组，
做好上门服务工作方案，及时申
领移动柜台。次日，四川路支行
上门服务小组携带机器来到了客
户家，激活工作前期进展很顺利，

但人脸识别的环节远比想象的情
况困难许多。客户陈某由于身体
残疾，头部一直处于向右倾斜，无
法正视镜头，眼睛也无法一直张
开，反复多次尝试系统仍显示“人
脸识别不成功”。一个多小时过
去了，服务小组仍不放弃，不断在
客厅中寻找最合适光线，双人托
举机器对准客户本人，一名家人
固定客户身体，一名家人控制好
机器的镜头时刻准备着抓拍，反
复尝试后终于成功采集到合格客
户影像，为客户激活了社保卡。
陈家奶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连
声说“谢谢”。

中行服务小组上门提供服务——

陈家奶奶的陈家奶奶的烦心事解决了烦心事解决了

服务小组上门为特殊客户激活社保卡。 林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