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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盛银消费金融面向辽沈地区
推出消费信贷产品——“盛享贷”，用户
登录盛京银行APP，进入“盛享贷”入口
在线申请后，将获得 1000 元至 20 万元
不等的额度，可用于线上购物、教育、
3C产品等日常生活消费。

打造辽沈消费金融优质品牌

“盛享贷”是结合辽沈人群消费习
惯，为辽沈地区 22至 55岁用户提供数
字化、精细化、场景化的创新消费金融
服务。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

现秒速放款审批，解决了信贷审批效率
问题；同时提供了3至12个月的不同阶
段还款期限，还款期限可以任选，方
便灵活，从而提升消费金融服务效率、
提高用户体验以及创新消费场景。

公开信息显示，盛银消费金融是由
盛京银行作为主要出资人发起设立，于
2016年2月获批开业，东北首家持牌消
费金融公司。据悉，公司开业以来，以
人工智能、大数据风控等核心技术为基
础布局线上业务，目前覆盖了除车贷、
房贷外的所有消费领域。

2019 年，盛银消费金融业绩实现
了快速增长。数据显示，盛银消费金融

2019 年末总资产、贷款余额、营业收
入、拨备前利润等均实现三位数以上增
长，为地方贡献税收近千万元。

助力辽沈经济复苏回暖

今年“6·18”京东年中购物节，作为
代表东北的“辽宁省”小分队表现力惊
人，为经济“回血”按下了加速键。京东

“6·18”年中购物节区域消费报告显示，
辽宁省总体销售排名位居全国第 12
名，当地消费力最强城市排名依次是沈
阳、大连、鞍山、抚顺和朝阳，累计下单
用户数同比增长42%。

专家表示：“后疫情时代，在助力区
域经济复苏上，消费金融公司有效地覆
盖了长尾客户群体，有利于践行普惠金
融，在促进消费需求释放、缓解流动性
约束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区域
经济的共享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盛银消费金融在深
耕辽沈市场上具有客源、地缘优势，尤
其在对辽沈地区下沉市场的渗透上优
势明显。盛银消费金融可积极利用持
牌优势，在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金融
风险上，积极体现社会责任，推动行业
规范、长远发展，助力经济提振。

邵秋阳

盛银消费金融打造辽沈本土消费金融品牌

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前夕，国网
抚顺供电公司开通供电服务“绿色通
道”为驻抚顺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训地
进行供电线路迁移改造，用最快的速度
消除了部队训练区域内大型工程装备
演训安全隐患，奏响了一曲“军民鱼水、

亲如一家”的和谐乐章。
驻抚顺雷锋生前部队驻训地内原

有两条10千伏老旧供电线路穿越训练
区域，线杆低、位置偏。由于部队近期
训练的需要，新型舟车、大型挖掘机等
新装备新车辆，容易碰触电力线路，存

在安全隐患，影响部队训练。7 月初，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将这一情况反映到
国网抚顺供电公司，供电公司立即开通
供电服务“绿色通道”，安排专业人员到
现场进行勘察，与部队研讨线路迁改解
决方案。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

限，用最短的时间办结全部手续。国网
抚顺供电公司还用最快的速度制订施
工方案，组织精干人员进场施工，他们
将两条 10 千伏供电线路迁移至训练
场路边，不再影响大型车辆和设备的
正常训练，同时新立电杆 18 基，提高
线路高度，架设绝缘皮防触电导线
6500 米，消除安全隐患。供电公司的
员工和部队官兵还冒着高温，联手施
工，仅用一天时间完成线路迁改工作。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部队装备的更
新，演训内容和训练区域的不断增加，
部队用电负荷也随之增大，对供电质
量和安全供电需求、供电服务的要求
也不断提高。国网抚顺供电公司针对
这一“特殊”的服务对象采取了特殊的
服务措施。为部队用电开通供电服务

“绿色通道”，指派专属客户经理，指导
军营用电设施的检修维护，提供专业
技术支持和供电保障，让部队用上“放
心电”。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与供电公司长
期保持良好的军企共建传统，为抚顺
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部队多次在
抗洪救灾保电网、棚户区改造等急难
险重任务中，给予供电企业和地方政
府有力支持。部队还长期承担来自电
力系统组织的交流学习、主题党日等活
动，雷锋班历任班长和先进典型多次到
供电公司宣讲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精
神，为供电公司推进“新时代的雷锋工
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李 伟 李 慧

开通供电服务“绿色通道”

国网抚顺供电公司保障部队用电需求
速览 SULAN

本报讯 农行辽宁省分行按照“六
稳”“六保”相关要求，认真践行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宗旨和使命，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积极助力地方经济恢复增长。

农行辽宁省分行持续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对防疫重点保障企业的信贷业
务，坚持“下放审批权限、优化办理流
程、加强客户营销、落实利率优惠政
策”，提高业务办理效率；为做好稳投资
工作的决策部署，该行加大对国有企业
重点项目的投放力度，截至 6 月末，国
有大中型企业新投放贷款243亿元，较
年初净增39亿元；严格落实减费让利，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目前已为100余户

企业贷款办理展期或调整还款计划，涉
及贷款金额超8亿元。

为助力小微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辽
宁省分行逐行逐户落实抗疫名单内企
业营销情况，通过“一行一汇报、一行一
方案、一户一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疫情期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落到
实处。截至目前，为6户全国性抗疫小
微企业投放贷款1449万元，向8户省级
抗疫小微企业投放贷款 4609 万元，为
多户抗疫相关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近千
万元。为帮助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该行完善“纳税e贷”“抵押e贷”“保理e
融”等小微企业专属融资产品。其中

“纳税e贷”上线推广仅一年时间，签约
客户 3700 余户，贷款余额已达 16.5 亿
元。截至目前，该行为小微企业发放
贷款 35 亿元，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
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0 个百分点以
上，荣获“辽宁省小微企业千户扶持计
划先进单位”。

农行辽宁省分行持续加大对“三
农”和县域涉农客户信贷支持力度，积
极满足全省涉粮生产龙头企业、种业化
肥等重点企业金融需求，优先支持产粮
大县粮食生产加工企业。截至6月末，
支持粮食安全生产领域重点企业 121
户，贷款较年初增加5.83亿元；围绕“菜

篮子”“米袋子”工程，着眼农产品生产、
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对粮食、蔬菜、
水果、生猪、禽蛋奶、水产品等涉农企业
重点客户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农产品
种植、养殖的涉农企业重点客户实施名
单制管理，逐户实施对接金融需求。截
至6月末，累计为48户重点支持名单内
企业投放贷款 6.88 亿元，较年初增加
2.09 亿元；推进生猪产业链金融服务。
重点支持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饲料生
产等重点企业和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
猪养殖户。截至6月末，支持生猪产业
链贷款较年初净增272户、1.94亿元。

吴昕丽 张雪峰

本报讯 为全面做好扶贫
脱贫工作，惠及百姓，朝阳县台
子镇党委、政府积极实施扶贫工
程，收到明显成效。目前，全镇
贫困户已全部实现脱贫。

在实施扶贫和脱贫工作中，
镇党委、政府去年打造镇级扶贫
产业项目7个，分别为温氏养猪
场两处 3 栋舍项目、光伏发电 3
处 424.6 千瓦项目、1 个扶贫养
牛场项目、1 个县级创业园项
目。打造村级产业项目 12 个，
分别为横河子村温氏养猪场 1
处 1 栋舍项目；大沟门村、六家
子村和长茂河子村 3 处光伏发
电 376.7 千瓦项目；馒头营子村

和东窑村温室大棚 3 处 97 栋棚
项目；苏家店村和长茂河子村扶
贫养牛场2处；六家子村和李杖
子村扶贫果园两处 42 公顷；台
子村豆角深加工厂 1 个。19 个
产业项目共收益131万元。

今年台子镇实施产业项目
8个，其中 4处建设总面积 67公
顷扶贫果园项目、六家子小麦
加工场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台子村豆角种植基地及深加工
厂建设项目、在牟杖子和三岔口
村各建设 1 个 70 千瓦村级光伏
电站项目。目前，各村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都有了自己的脱贫致
富项目。 孙国强

本报讯 近年来，丹东站前
派出所依托现有科技手段，通过
优化“3+”举措，积极服务警务
实战，有力确保社会大局持续
平安稳定。

一是“科技+打防”提升实
战能力。将视频天网、“社区专
网”、商业网店等视频资源深度
整合，突出人像比对、车牌识别
等技术实战应用，今年上半年利
用视频监控破案 40 余起、占破
案总量43.7％。

二是“科技+维稳”提升应
急能力。充分发挥视频监控系
统事前预警、事中固证、事后回
溯优势，及时妥善处置过激行
为，上半年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
50％。

三是“科技+民生”提升服
务能力。持续深化民生警务工
程，主动补齐短板，近两年利用
视频资源为群众寻找走失人员、
寻回物品丢失等150余次，调解
矛盾纠纷120余起。 孙晓丹

本报讯 日前，本溪海关党
支部与本溪满族自治县武兴农
牧场党支部开展了联合党日
活动，党员们参观了粮食加工
生产线、成品包装车间和储存
仓库，了解粮食出口情况和企
业下一步发展思路，业务骨干
则 作 了 专 题 讲 座 并 解 疑 释
惑。这是“海关+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助力当地农民脱贫增
收的又一成果。

武兴农牧场是一家综合型

农事企业，有效带动当地农民致
富，贫困户脱贫。从 2018 年开
始，农牧场在本溪海关的帮助指
导下，已多次向加拿大等国家成
功出口杂粮、蔬菜。本溪海关主
动提供“管家式”服务，强化从源
头上把关，帮助企业建立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加强生产场所规范
化管理，制定出口食品资质认证
时间表，通过扶持地方特色农产
品，助力农户脱贫增收。

杜 宇

本报讯 朝阳县古山子镇
党委、政府着力开展道路硬化、
桥梁修建工作，连通了一条条
致富路，建起了一座座连心桥，
使全镇百姓过上了畅安舒美的
新生活。

今年该镇积极开展道路硬
化和桥梁修建工作，娘后桥就是
新 建 的 桥 梁 之 一 ，这 座 桥 长
65.18延长米，投资 1222 万元，
建 成 后 比 原有路线节省了 12
公里的路程，构成了“横 4 纵 2”
的交通网，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
出行。

除此之外，古山子镇还修建
了另一座长 65.18 延长米的桥

梁，投资1222万元；硬化水泥道
路 7 条、柏油路 2 条，共计 24.23
公 里 ，所 有 项 目 共 投 入 资 金
40896 万元。一条条道路的畅
通，改变了古山子镇百姓“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生活状
况，解决了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增强了百姓生活的幸福感，使百
姓的致富之路更加畅通无阻。

朝阳市交通集团派驻古山
子镇任“第一书记”的杜广智说：

“今年古山子镇修路9条，修桥2
座。下一步，我们在修完路、桥
以后，将继续协调相关部门和当
地百姓做好路面日常维护。”

孙国强

朝阳县古山子镇
修通致富路建起连心桥

国网抚顺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驻抚顺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训地进行供电线路迁移。 刘岳龙 摄

农行辽宁省分行助力地方经济恢复增长

本溪海关创新举措
“海关+企业+农户”助农脱贫

朝阳县台子镇
贫困户有了脱贫致富项目

丹东站前派出所
优化“3+”举措打造平安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