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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财富管理（贵宾理财）中心

珠海农商银行——金海洋财富管理中心

■ 主要业绩

珠海农商银行金海洋财富管理
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珠海农商银
行为高端客户提供专属服务的机
构，致力于搭建全方位、个性化、私
密化的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平台和
社交平台，提供定制化、专属化的
服务。

服务空间优化 彰显财富生活体验

珠海农商银行金海洋财富管理
中心具有多功能服务空间。茶吧，
提供茶歇、艺术品鉴、古筝乐享的雅
致空间；独立贵宾室，提供专属的会
客休闲聚会场地；多功能厅，配置钢
琴、高端音响、投影等，开展丰富的
沙龙活动；沉香室、珍珠海洋文化
室、音乐室等，让财富会员珍珠鉴
赏、文化交流；理财室，为财富会员
提供专业的财富管理定制服务。

团队专业赋能 丰富财富管理体系

珠海农商银行金海洋财富管理
中心实行财富顾问、网点经理、财富
会员“1+1+1”的联动模式，共同为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性专业金融
服务，实现财富会员的大额资金理
财定制、大额保单设计、资产业务
咨询、法律税务咨询等财富管理需
求的全方位覆盖；拥有网点、网银、
手机银行、微银行、电话银行等方

便快捷的理财全渠道，不断推陈出
新各类产品和服务，覆盖财富定
制、健康定制、留学定制、旅游定制
等范畴。

平台资源共享 打造财富管理品牌

珠海农商银行金海洋财富管理
中心以“财富资讯”为主线，推出财
富私享会系列活动，结合“乐趣生活
&乐享生活”系列主题沙龙，聚焦企
业治理、财富传承、特色文化等客户
关注点，精心打造高品质活动；通过
搭建与各领域专家、各行业精英交
流互动、资源共享的平台，速递关于
宏观形势、市场走势等实时专业观
点和资讯，构建财富中心的高端客
群服务平台及社交平台。

截至 2021 年年末，金海洋财富
管理中心服务的财富会员达 1141
人，管理金融资产约22.6亿元。

■ 获奖情况

获 2021 年度珠海银行业理财精
英 榜 评 选“ 金 牌 财 富 管 理（贵 宾 理
财）中心”；

获 2020 年度珠海银行业理财精
英 榜 评 选“ 金 牌 财 富 管 理（贵 宾 理
财）中心”；

获 2019 年度珠海银行业理财精
英榜评选“金牌财富管理中心”；

获 2017 年度珠海银行业理财精
英榜评选“金牌财富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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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农商银行——三农服务

■ 主要业绩

珠海农商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市
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部
署，践行“勤劳金融”理念，紧盯涉农
小微企业、农户实际需求，深耕支农
支小、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将更多的
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近三年累计发放涉
农贷款超30亿元。截至2021年年
末，涉农贷款余额 15.58亿元，其中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5.03亿元，增
幅 39.89%，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28个百分点。

加大三农信贷投入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振兴，重
点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五园”建设，着
力发展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及
仓储物流等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核心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支持省市区
级农业核心企业发展壮大。推进“美
丽鱼塘”“美丽渔场”建设，围绕“白
蕉海鲈”“金湾黄鳍鲷”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推动“蓝色粮仓”高质量发展。
积极支持“菜篮子”项目，稳定粮食生
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激发产业内生动力

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产品品
牌，融合“美丽村居贷”“海鲈电费
易”“生猪活体抵押贷款”“创业担保
贷”等十余项服务农业农村特色产

品，实现信贷支持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农村生态全覆盖。积极参与斗门
区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配套提供农
民集体住房融资解决方案。主动服
务“两条鱼”养殖需求，创推“美丽鱼
塘贷”产品，“政银保”联手支持养殖
业快速发展。

推进服务渠道创新
构建普惠金融网络

深入推动“整村授信”，改善乡
村金融服务，建立“整村授信+白名
单”批量授信模式，指派金融村官上
门提供专属服务，成功创建珠海市
10条“整村授信”示范村，授信金额
3 亿元，农户建档 10416 户。推动

“金融+政务”一体化建设，投入近
百万资金向 122 条行政村及斗门
镇、莲州镇铺设“粤智助”政务服务
机，实现行政村政务服务 100%覆
盖。构建“网点+自助银行+互联网
金融+政务服务自助机+乡村振兴
特派员”五位一体服务体系，力争做
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
服务不出镇”。

■ 获奖情况

1. 在 2021 年度“在全面小康新起
点上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全国案
例调研活动中，获优秀案例机构。

2. 在人行珠海中支、珠海银保监分
局共同组织的“2021 年度金融机构服
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中获评“优秀”。

3. 连续数年获珠海银行业理财
精英榜评选“三农服务卓越奖”。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小微企业卓越服务奖

珠海农商银行——小微企业卓越服务

■ 主要业绩

珠海农商银行主动融入珠海发
展大局，充分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
作用，推行多项暖企、助企、惠企政
策，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高金
融服务可得性、覆盖面和获得感。

用好政策红利 破解企业贷款难题

充分运用“联动快、链条短、网点
多”优势，提高融资服务效率，积极对
接市、区金融扶持政策，充分运用支小
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扩大惠企范
围，2021年累计申请再贷款资金19.75
亿元、办理再贴现13.94亿元。主动协
助企业争取财政贴息支持，截至2021
年年末，为500余家企业申请疫情贴
息，涉及贷款1134笔、金额32.3亿元，
节约企业融资成本4858万元。

加大费率优惠 最大程度让利企业

积极践行减费让利，进一步降
低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实行普惠小微贷款定价优惠，2021
年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年化利率较
2020 年、2019 年分别下降 0.17%、
0.88%，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自
2021 年起承担信贷客户抵押登记
费用、减免对公客户企业网银手续
费，并主动增加免收小微企业代发
工资手续费等多项减费政策。

加强精准对接 畅通主动融资渠道

联合市有关部门、市各协会开
展银企对接会近 20 场,使 800 余家
参加企业“知政策”“用产品”“享服
务”。打造政策链金融服务新模式，
重点推进专精特新、小升规等重点
企业融资对接，加快政银合作业务
落地，截至 2021 年年末，累计使用

“四位一体”转贷资金84.03亿元，有
效解决 166 家企业客户到期足额还
款资金紧缺难题；发放“四位一体”
技改贷累计贷款 175 笔、10.95 亿
元，是目前落地贷款最多的银行。

聚焦民生领域 推进普惠增量扩面

积极开展“广东技工”“粤菜师
傅”“南粤家政”三大工程项目，与人
社局建立联系机制，制定金融服务
方案，通过协会政策宣讲等，加大贷
款落地率。截至 2021 年年末，累计
发放“三大工程”贷款 181 笔、贷款
金额7.93亿元，其中，重点扶持对象
10笔、贷款金额1.08亿元。

■ 获奖情况

1. 获中国中小企业投资交易会
组委会颁发“2021 年金融服务中小
微企业优秀案例”奖项。

2. 连续多年获珠海银行业理财
精英榜评选“小微企业卓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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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约在今天今天
□ 万雪萍

珠海之春
□ 钟建平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把“改天再
聚,下次再聚”挂在嘴边。但说了之
后，却往往被抛之脑后。都说有空
就聚，但似乎永远没空过；都说下次
一定来，就从没来过。

有一天下班，我匆匆骑车赶在
回家的路上，转弯时不小心和另外
一辆电动车相撞。一抬头，原来是
发小同学筱琴。我和她不约而同
地、万分惊喜地喊出对方的名字，然
后我俩站在路边激动地聊着。从上
学聊到工作，从工作又聊到家庭，好
像有聊不完的话题。然后又感慨时
光匆匆，一别竟是十几年，筱琴兴冲
冲地把我拉进同学微信群。我看天
色已晚就说要回家了，筱琴却脱口
而出，说：“改天我们聚聚……”我转
过身，眨着眼睛逗她：“改天是哪天
啊？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现在。”
筱琴愣了一下，说：“是呀，改天是哪
天？应该就是有空的时候，我最近
是真的有点忙，等我微你哈。”

晚上8点，同学群开始热闹起
来，大家都懒得打字，就语音聊，七
嘴八舌。只听筱琴兴奋的声音传
来，说她今天见到我了，好激动，十
多年一点没变，居然还越来越有女
人味了。

听着筱琴的感慨，我拿着手机
傻笑，笑着笑着，眼里充满了泪水。

我和她是唯一的十二年同窗，
而且两人非常投缘。我们一起做功
课、一起打羽毛球、一起议论这个议

论那个，高度同频……小时候还有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仪式。高
考后，我们被不同的大学录取，从此
各奔东西，但依然保持信件来往，彼
此不保留任何秘密，包括暴露自己
喜欢的男孩。后来毕业了，两人回
到生养自己的同一个城市。但单位
不同，又接着成家，两人疲于奔命在
工作和家庭之间，不知不觉一晃就
十多年没见面。

从这以后，筱琴多次微信约：要
和我一起逛书店、一起去吃饭、一起
看大片……这样类似的计划说了一
箩筐，但总因这样那样的事被耽搁，
一次都没兑现过。

我多次发牢骚说筱琴就是一个
骗子,她让我说，不反驳，只在微信
发嘿嘿笑的表情。

周末又来了，老公带着孩子去
游乐园玩，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兴
冲冲拨通筱琴的电话：“筱琴，我们
今天去爬灵谷峰怎么样？顺便带
自拍杆去拍照臭美。”没想到电话
那头传来她哽咽的声音：“我妈
最近老不舒服，前两天我带她去检
查，刚刚出了结果，是癌症，我一直
说带她去到处走走，但总是脱不开
身，可现在……”

挂了电话，我陷入了沉思，是啊，
人人都在忙，忙着赚钱养家糊口、买
车买房。可有车有房，依然没空。

总以为来日方长。可一不小心
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筱琴的愧疚就是我的前车之
鉴，我马上和老公商量，达成一致，
趁着假期带着一家老小自驾游。

在郊区国道上，远远地看到一
个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孩在招手，他
说，他想搭便车。凑巧七人座，还
有一个空位，这予人方便，何乐而
不为呢，就让他上了车。男孩阳光
健谈，并加了我的微信。到黄昏
时，他要去其他地方，就此别过时，
他提出，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婉言
谢绝，但他执意要表示感谢，还说，
他知道附近有一家物美价廉的小
饭馆。男孩结完账，我们挥手告别
时，老公悄悄地把钱塞到男孩的背
包里。

10天后，男孩给我发来一大段
留言，并给我转账500元，恳请我收
下，说：“那次请客只花了160元，但
自己也的确囊中羞涩了。晚上睡觉
时才发现包里多出500元，因为这
额外的钱让我很从容地完成了这趟
游玩。”

我好奇地问他：“你当时都快没
钱了，为什么还要请吃饭？”

“说来就话长了，在读大一的时
候，我迷上了徒步旅行。但因为父
母给我的伙食费没什么结余，就只
能选择穷游。游久了，便总结出不
少省钱的攻略，比如景点逃票、搭免
费顺风车、村民家借宿等等。”

男孩顿了一下，接着说：去年毕
业，在炎热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就

出发。没走多久就遇到了一位热情
的大叔，让我上了他的车，并请我和
他一起共进早餐和午餐。到分别的
时候，大叔看着我认真地说：“你晚
上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啊！”我有点蒙
了，但又没办法拒绝他的要求，毕竟
搭了人家的车，吃了他两顿饭，只好
无奈地和他来到一家餐馆，点了好
几个菜。然后是一人埋头大吃，一
人是满腹心事在一旁陪吃。最后我
硬着头皮结了账，他似乎看出了我
的怏怏不乐，拍拍我的肩膀说：“旅
行对你来说,是受教育增加阅历的
一部分，可是吃喝玩，包括坐车都是
靠蹭就不好了！这路上一直听你说
别人怎么怎么帮你，可你却总是用
改天请吃饭这句话回复人家，你不
觉得不真诚吗？其实在异地他乡匆
匆相遇的朋友，重逢的概率几乎为
零。”

“一语惊醒梦中人，自那以后，
我不再依赖父母、不再逃票靠蹭穷
游、不再随口说改日请吃饭，而是努
力勤工俭学。永远记得当自己举目
四望、茫然不知所措时，那些帮助过
我的人。所以在分别之际，我就一
般用请吃饭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
情。”

我颇有共鸣：“是啊，总是改日
请吃饭，却总是遥遥无期，不够真
诚，全是敷衍。”

人生相逢相遇，要约就约在今
天吧！

这是四季之首
我不知道如何命名
当最后的一场寒冷
与石景山巅嫩绿对峙
生命以澎湃的热忱
敲开珠海之春的门扉

这是时光轮回
磨刀门和鸡啼门
抖落了疲惫行装
日月贝奏响春之曲
沐浴晨曦里的渔女
笑迎每一个造访者
凤凰山上的南归燕
正携带着春天的讯息
问候流经的前山河水

这是明媚阳光
一双温暖的手
抚摸毓秀香洲
弹奏天下横琴
放飞金湾航天梦
重拾先祖高栏大港宏愿
描绘水乡斗门的新图画
摇醒泥土深处簇簇嫩芽
推开了万顷花朵的梦境
台创园的果实酿造芳香

这是淅沥甘露
随着轻柔的春风吹拂
传递普陀寺缭绕禅音
洇染流水潺潺的石溪

摇曳白藤湖绿色的梦
续写平沙落雁的传奇
重振香洲埠昔日雄风
黄杨河畔洒下的雨水
滋润干涸日久的泥土

这是神奇的画笔
涂抹缤纷的颜色
从古朴的唐家湾
到新兴的高栏港
从金湾的航天城
到横琴的合作区
从辽阔的伶仃洋
到妩媚的情侣路
田园山川染春色
处处如一座画廊
装点成人间殿堂

这是爱的琴弦
弹奏流畅乐章
是四季的交响
是奋斗的鼓角
是温情的呢喃
是生命的暖流
是浩瀚的南海太平洋
是伟岸的港珠澳大桥
是五彩的海滨公园花海
是长隆乐园的欢乐时光
是澎湃的珠江香江濠江
让禁锢的心灵再次放飞
让大爱充满我们的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