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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民银行、中央农办、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
会联合发文，对做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金融服务提出要求。作为金
融服务“三农”的国家队和主力军，
农业银行把服务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
为重点支持对象，多措并举创新金
融方式和金融产品，信贷投放力度
持续加大。截至4月末，农业银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贷款余额
1887亿元，比年初增加231亿元。

农行联合农业农村部、农担公
司，积极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
贷直通车活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运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
统申报需求，农担公司提供担保，农
业银行跟进对接，让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搭上信贷“快车”。农业银行实
行名单制管理，上门了解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资金需求，量身
定制服务方案，大力推广线上服务，
突出加大“惠农e贷”投放。在苏州
地区，农业银行与苏州市中小微担
保公司合作“苏融担”业务进展良
好，至3月末，通过该业务发放普惠
金融贷款余额已达1.7亿元，新型担
保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各类新型经营
主体的融资渠道。

农行还根据部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扩大生产资金需求较大的
实际情况，采取提高贷款额度、丰
富抵押担保、开展金融知识培训
等多种方式，提供包括贷款、资金
结算、投资理财等在内的综合服
务，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 鲍春晖

为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的“头
雁”效应，加大金融对工业经济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和制造业智能
化、数字化建设的服务力度，打响

“苏州制造”品牌，推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工商银行苏州分行积
极落实苏州市制造业企业“新两
化”贷款贴息政策，于2021年初
在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推出

“融智贷”场景化特色产品，用于
满足全市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过
程中的资金需求。

“看到工商银行在苏州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上推出了‘融智贷
’，恰好我们公司正在筹备一个

‘装配生产技术改造’项目，我就
立即联系了工商银行吴中支行的
客户经理。在详细了解了该项贷
款产品之后，当即就决定办理
了。没想到他们的效率这么高，
从制定业务方案到最终落地放

款，用的时间远远低于我的预期，
给工行点个赞！”吴中某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首家“融智贷”的受
益单位，该单位负责人对工商银
行的服务能力和响应效率表示高
度认同。

据了解，近年来该行坚持金
融支持战略性产业集群提升生产
技术水平的大方向，不断创新金
融产品支持制造业企业“智改数
转”。自“融智贷”推出以来，该行
坚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间接对接
和“走进一线 走进客户”直接对
接双向驱动，双管齐下，满足企业
智能化改造的金融需求。截至5
月末，苏州工行“融智贷”共签订
智能制造贷合同25笔，借款合同
总授信13亿元，其中已发放智能
制造贷款11笔，提款总金额超过
2亿元。

据苏州工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阶段该行将继续围绕不同
区域的制造业集群优势和特色，
重点关注新建项目、技术改造、产
业转移、产能整合等相关企业，主
动筛选客户，针对“融智贷”业务
需求企业进行精准服务、因企施
策、快速突破，持续推进传统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制造业的动
能培育。同时，还将结合苏州市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发展实际，以
《苏州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为指引，发
挥自身金融科技优势，不断推动
机制创新、产品创新，持续加强对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力
度，对企业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
中的痛点进行“靶向”支持。在金
融赋能“苏州制造”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落实大行责任担当，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工行智慧
与工行方案。 徐婷婷

近日，光大云缴费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号召，全新推出“教育收
费及资金监管综合服务平台”，为
学生、家长、培训机构及培训监管
部门提供学费培训费收缴系统支
持及金融服务，可实现在线选课、
报名、课后评价、签约、缴费、资金
预存预缴等全流程功能。

近年来，为规范管理校外教
育培训机构，避免出现教育培训
机构乱收费、卷款跑路以及消费
者维权困难等现象，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多
地也陆续出台了相应监管政策。
5月21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
监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
法（试行）》，提出采用银行存管模
式对培训预收费资金加强管理。

“教育云预缴费综合服务平
台”正是光大云缴费在教培行业
综合服务一体化方面的创新，其
涵盖培训机构APP、培训机构管
理平台两类产品。培训机构APP
服务于学生和家长，包含无忧选
课、凭证卡包、消息通知和个人中
心等4个模块，可以实现在线选
课、报名、课后评价、签约、缴费、
资金预存预缴等全流程功能，为

家长提供安全可信的校外培训报
名平台；培训机构管理平台针对
监管机构、学校和家长，可实现教
培机构入驻、资质审核、信息检
索、选课报名、在线缴费、资金预
存预缴、报表统计等功能。

作为中国光大集团与光大银
行的战略名品，光大云缴费多年来
在便民服务领域精耕细作，持续保
持中国最大开放便民缴费平台领
先地位。截至目前，光大云缴费已
覆盖水、电、燃、非税、社保、医疗、
教育等1万多项的缴费项目，输出
至微信、美团、云闪付等610多家
大型机构，2021年服务活跃用户
已突破3亿户。 丁明华

苏州工行推出“融智贷”

助力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跑得快

光大云缴费全新推出教育云服务平台
近日，建设银行党史学习教育

第四巡回指导组来苏开展调研，听
取苏州建行全面工作汇报和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建设银行总行指导组对苏州
分行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分
行党委深刻领会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不断提升政治站
位，切实把中央、总行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二是组织保障有力，
分行第一时间成立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制定工作规则，成立巡
回指导组，确保学习教育组织到
位、人员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
位、督导到位。三是学习扎实有
效，通过引导潜心自学、组织专题

研讨、领导带头宣讲、举办专题培
训、开展专题座谈、办好主题党日
等举措，不折不扣落实规定动作。
四是方式方法新颖，通过组织开展
诵读红色故事、书写红色家书、传
唱经典曲目、党建共建活动等，突
出党史学习教育的苏州特色。五
是强化融会贯通，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全行业务发展相结合，抓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思想
的力量和理论的高度推动新金融
实践的创新。

建设银行总行指导组希望苏
州建行持续推进学习，强化学习成
效。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切切实实解决基层困难事、
客户烦心事。 简 雯

苏州建行
党史学习教育体现苏州特色

农行持续加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

千年的积淀，百年的酝酿，成就今日的蜕变…….6月26日，扬子晚
报苏州小记者们将来到“教育历史研学之旅”首站——苏州教育博物
馆，“穿越”千百年时光，感受苏州教育发展。

苏州教育博物馆是一座以挖掘教育发展历史，收藏教育史料典籍，
展示教育发展成就等为主题的具有鲜明吴文化特色的“专门性”博物
馆。小记者们将通过参观、研读、探讨、认知，欣赏苏州园林建筑的巧夺
天工，以及通过文物展示了解苏州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千年时光
中穿越，吟诵古代经典，对对子、写大字，当个小小读书郎。

招募：
扬子晚报苏州小记者20位（建议至少一位家长陪同）
集合时间：6月26日下午1点15分
集合地点：苏州教育博物馆（苏州市姑苏区醋库巷44号 柴园）
活动时间：6月26日下午1点15分至4点
出行方式：自行前往（建议绿色出行）
地铁路线：乘坐地铁4号线到三元坊站3号东北口，步行1公里左

右；乘坐地铁1号线到临顿路地铁站1号口，步行1.1公里左右。
活动流程
1、苏州教育博物馆大门口集合，“破冰”分组，情景代入！
2、博物馆讲解老师将带领大家通过现代投影技术再现姑苏繁华、

村塾授业、庄园等动态场景，“穿越”千百年时光，身临其境感受苏州教
育发展的前世今生。

3、青少年用行动表达爱国情怀，以五星
红旗为象征，制作国旗小背包，传承红色基
因，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弘扬爱国主
义的优秀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报名方式：
扫描下方“扬子晚报积木老师”微信二维

码，并添加好友
加好友时请备注“***（姓名）报名”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满截止。（扬子晚

报苏州小记者VIP会员优先）

“穿越”千百年时光，感受苏州教育发展
扬子晚报苏州小记者“教育历史研学之旅”首场免费活动火热启动

“扬子晚报积木老师”
微信二维码

精彩的眼睛世界
六月的天空，湛蓝湛蓝的，我怀着和骄阳一

样热烈的心情来到了扬子晚报苏州小记者“健
康游学之旅”第三站——苏大附属理想眼科医
院。

首先，我们小记者们安静地聆听了爱眼知
识讲座。我知道了眼睛的构造，原来小小的眼
睛内部有这么复杂的构造，而任何一个部件出
现问题，我们就可能患各种眼科疾病。在图文
并茂的讲解中，我清楚了近视、远视、散光情况
下所看到的不同景象。我边听边在心里暗暗
想，还好我的视力都在5.0以上，身边好多小伙
伴都早早戴上眼镜了呢！

接着，专业的眼科医生给我们进行了视力
和屈光测试，我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幸的消息，我
的右眼可能是轻度近视。我的心瞬间紧张了起
来，妈妈说这跟我平时的用眼习惯有关，安慰我
不要太担心，这可能是假性近视，她会带我去做
散瞳验光。我终于明白了不是视力测试没问题
就不会得近视的，我要加倍爱护自己的眼睛，按
照“一拳、一尺、一寸”的标准坐姿，养成正确的
用眼习惯，今天真是给我上了很深刻的一课。

最后，我们来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馆，
蓝色的世界里记录着丰富的眼睛知识。我把这
里的知识都用手机拍了下来，准备回家好好学
习。这里最有趣的是我看到了动物眼睛里的世
界是什么样的，蜜蜂的眼里红色的花是蓝色的，
鸽子的眼睛是放大镜，真的好神奇！我还接受
了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的采访呢！

这次游学之旅不仅让我看到了眼睛里的世
界，也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我要把学到的知

识告诉我身边的小伙伴，和他们一起爱护双眼，
远离近视。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三（6）班 吴烨麟
指导老师：顾成欢

读《普希金故事集》有感
这个寒假，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更是读

完了《普希金故事集》。它由一篇篇小故事组成，我
最爱的就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位穷困潦倒的渔夫，
他和妻子生活在一所破旧的房子里。有一天，
渔夫钓上了一条会说话的金鱼，这条金鱼不但
会说话，而且还能帮渔夫实现愿望。当渔夫的
妻子得知这事时欣喜若狂，她让小金鱼不断满
足自己的要求，最后却因为太贪婪，不但没改变
自己的生活，反而被打回了穷困的原型。

读完这个故事，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像渔
夫的妻子那样贪得无厌。我想起自己最爱吃冰
淇淋，但妈妈却不让我放开肚皮吃，以前我不太
能理解，有时候还会觉得委屈。读完这个故事
后，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苦心，不贪心不但能让
我享受到美食，而且能保证我有一个好身体。
太过贪心很可能会把自己吃成个“小病号”，这
样就会像渔夫的妻子一样，那可真不好。

故事中我最喜欢小金鱼了。老师教过我们
一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小金鱼就很知
恩图报、懂得感恩，我以后也要学习小金鱼的智
慧，不轻易相信坏人，学会自我保护，成为更加懂
事的孩子，不让爸爸妈妈担心。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三（6）班 冯梓煜
指导老师：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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