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回馈广大市民对我行的热爱，最大限
度反哺持卡用户，由零售银行管理总部牵头
携手联盛集团开展“九银购物节·刷卡满立
减”惠民活动，4月9日在联盛快乐城欢乐开启
启动仪式，现场开卡、关注九江银行微信银
行，开通微信支付功能好礼相送，上午100余
名爱心客户齐聚一堂，共同参与了这次“惠
民、利民”活动。

我行作为本土金融服务机构，给消费者
营造便捷的支付环境的同时，还大推“满立
减”活动，以增加客户支付粘性。这次购物节
以“逢九必嗨”为主题，九江银行持卡用户在

2017年的4月9日、19日、29日以及5月9日、
19日、29日和6月9日当天至联盛超市九江市
区门店刷卡满 49 元立减 9 元（每日限额 900
名），在联盛快乐城百货、联盛购物广场九江
店、联盛奥特莱斯消费满 900 元即享受减 50
元优惠的政策（每日限额99名）。

“九银购物节·刷卡满立减”活动受到了
广大市民朋友们的热烈推崇和支持，活动微
信宣传阅读量过万人次，很多市民表示活动
很实惠，非常吸引人，零售银行管理总部将以

“逢九必嗨”为主题，继续扩大购物节的辐射
范围，打造九银个人消费品牌活动。

我行携手联盛集团开展“九银
购物节·刷卡满立减”惠民活动

2017年贸易金融条线培训顺利举行
3月16日，我行邀请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西省分局国际收支处黄

术生处长为省内各分行贸易金融条线开展关于“银行外汇业务内控
与风险防范”的专题培训，副行长王琨，贸易金融部负责人，江西省
辖内各分行分管贸易金融业务行领导、贸易金融部负责人以及业务
骨干参加培训。

作为从事外汇管理工作三十多年的专家，黄术生处长将银行案
例实操与内控基础知识巧妙结
合起来，并针对国家现行外汇政
策导向，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外汇
业务内控的重点和风险点。黄
处长强调，在国家“扩流入、控流
出、稳预期、防风险”的指导思想
下，要切实加强业务真实性审
核，同时做好相关业务的报备工
作。

随后，贸易金融部总经理詹
智、副总经理邢天睿分别就我行
的贸易金融条线业务开展情况
和外汇重点产品作了具体的要
求和说明。

最后，王琨副行长对本次贸
易金融条线培训给予高度肯定，
提出“国际业务时时在身边”的
观点。他指出，各分行在对公营
销时可以将我行国际业务作为
一张特色牌亮出，多维度的为客
户提供方案。他要求，各分行要
加强对国际业务的了解，依靠海

关、商务局等相关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在肯定贸易金融条线
工作的同时，王琨副行长还强调各分行要加强国际收支申报等数据
报送的及时、准确、完整，不断完善和提高我行外汇业务数据报送质
量。

此次培训，结合外汇政策，深入剖析了我行贸易金融现状，为我
行贸易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2 月 18 日，小榄镇 2017 年慈善万人行活动隆重举
办。中山小榄村镇银行作为一家本地特色银行，以“不
忘初心，同心前行”为主题，积极参与了这次慈善筹款和
万人行活动。

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货币信贷处处
长刘明、人行六合支行行长葛起宏、副行长钱为民一行
莅临南京六合九银村镇银行指导工作，与南京六合九银
村镇银行董事长兼行长钟坚伟、副行长金定宝及运营管
理部、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就再贷款再贴现业务工作开展
举行了座谈会。

3月2日，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江河,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奕湖，开发区党委副书记、主任刘建中一行到
萍乡分行调研，九江银行行长潘明等陪同调研。

3月7日，鹰潭市市长助理李迅、鹰潭市金融办主任
吴更生一行莅临鹰潭分行调研，同分行高管进行了座谈
交流。

3月 7 日，赣州分行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洋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签约仪式在分行四楼会
议室举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分公司总经
理杨羽云、南洋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业务总监童
飞虎，赣州分行行长张秋水、行领导谢斌等出席了签约
仪式。

3月18日，合肥分行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安徽省委在
分行会议室举行银企联谊会，共叙友谊，共谋发展。民
建安徽省委专职副主委、安徽省政协副秘书长陈广文，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农

科院副院长赵皖平及安徽省民建企业家代表20余人参
加联谊会。分行行领导、支行行长及分行机关相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

3月20日，新余分行与新余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成
功签订了《创业担保贷款担保与贴息合作协议》，为个人
创业及小微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3月21日，上饶分行鄱阳支行举办了主题为“喝水
不忘挖井人·九江银行有你们”首届客户答谢会。活动
当天，60多名客户欢聚一堂，座无虚席，答谢会取得了圆
满成功。

3月22日，九江银行&赣州通联名借记卡发行仪式
暨活动发布会在赣州市格兰云天国际酒店隆重举行。
赣州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高峰、赣州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辉、赣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助理
李康平、赣州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刘志怀、九江银行零售
银行总监齐永文，赣州一卡通公司、燕兴物业及部分企
业家代表，共210人出席发布会。

3月23日，上饶分行组织部分团员和青年志愿者一
行8人来到上饶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关爱帮扶活动,与孩
子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有意义的时光。

3 月 25 日，景德镇昌江九银村镇银行组织全行员
工及家属在双龙湾生态园开展了第一季度家园活
动。

3月25日，抚州分行第一届“厨艺大赛”暨一季度家
园文化活动在抚州市职业技术学院食堂成功举办，来自
分行各机构的70余名参赛员工及家属精心准备，巧手

烹调，奉献了一场味蕾盛宴。
3月25日，日照九银村镇银行开展了以“牵手浮蓬

山·感恩九银情”为主题的家园文化活动。
3月25日，广州分行成功举办了六周年行庆暨家园

文化活动。分行全体员工及家属近200人共聚一堂，分
享了行庆的精彩与喜悦。

3月26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景德镇分行在美丽
的棉船镇举办了2017年春季社区支行客户联谊会的活
动，携手5家社区支行14名资产超百万的客户共游魅力
棉船。

3月26日，九江银行新余苗圃星城社区支行以“感
恩回馈”为主题，邀请30余名客户欢聚一堂，开展了“真
情告白、暖心惊喜、假币知识、有奖竞赛”等一系列活动，
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3月27日，在广州市财政局2017年广州社会保险基
金保值增值资金存放银行竞标中，广州分行凭借良好的
企业信誉和综合实力成功中标第四档。此次中标不仅
见证了分行在对公业务营销方面付出的孜孜努力，也是
继今年2月取得2017年-2019年度市本级国库集中首付
业务代理行资格以来，分行在拓展政府财政业务进程中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月27日，宜春分行2017年一季度柜员技能挑战赛
在分行五楼会议室举行。本次技能挑战赛由分行各营
业网点选派技能能手参加。挑战赛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挑战内容包括翻打传票、录入凭证以及伏案式点钞。经
过激烈的角逐，上高支行柜员刘涛三项技能综合成绩优

异，击败其他参赛选手拔得头筹，其中伏案式点钞刷新
了分行最高记录。

3月28日，吉安市银行业2017年第一次风险分析会
议在吉安分行顺利召开。吉安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晨光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分局分管领
导，统计信息科、各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和非现场监管人
员、市银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以及各银行业机构的主要
负责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4月1日，鹰潭分行水岸华府小微支行成功发放了
全行第一笔“村长贷”小额贷款。

4月6日，九江银行公交一卡通项目启动仪式在南
城县恒顺公共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隆重举行。南城县副
县长刘凯、县交通局局长李淑英、县金融办副主任尧志
强、县恒顺公共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罗文健、副总
经理龚新民、程黎明、抚州分行副行长邱乐及部分企业
家代表出席了启动仪式。

4月6日，“2017年金融市场条线分行宣讲会”第一
站在合肥分行顺利召开，金融市场管理总部负责人带领
金融市场部各二级部门负责人赴合肥分行进行金融产
品宣讲，合肥分行高管层、金融市场部合肥分部、各支行
及营销团队参加了本次会议。

4 月 10 日，宜春分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春市
分行正式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王刚行长与农发行宜
春市分行涂庆祥行长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双
方高管层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出席了此次签约仪
式。

综 合 新 闻版

 





































阳春三月，春意盎然，万
物复苏。为激励广大女职工
的工作热情，提高业余摄影艺
术创作水平，3 月 9 日总行机
关工会组织开展了 2017 年

“采集春光·放飞梦想”主题摄
影活动，来自各中心、总行机
关各部（室）共计69名女员工
一同前往彭泽棉船采集春光。

通过此次活动，大家不
仅欣赏了美丽的风景，放松
身心，同时还提供了沟通交
流的平台。各中心、部门女
同志利用这次机会积极进行
交流，为以后的协调合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相信在以后
的工作中女同志们会以更加
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自己
的工作岗位中，为我行的稳
健发展贡献力量。

我行开展2017年“采集春光·
放飞梦想”主题摄影活动

4月9日，零售银行管理总部携手开发
区支行在联泰万泰城举办了“襄财富巅峰·
阅大城人生”九江银行中高端客户财富大
讲堂活动，活动吸引了大批高端客户和市
民前来聆听，场下座无虚席。

讲堂上，九银之星“钻石讲师”杨钧君
为参会者展示了我行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经
验和优势：在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下，通过专业的资产配置策略满足消费者

的投融资需求；在秉持着“老百姓的银行、
小微企业的银行、民营企业的银行、政府的
银行”的客户群定位下，一如既往的为客户
带来最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为客户在财
富创造、增值和保值的漫漫长跑中助力。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行，是零售银行管
理总部与直属支行在普及和推广财富知识
的大胆尝试。未来，我行还会为客户带来
更多专业的财富管理知识和精彩活动。

我行中高端客户财富大
讲堂开讲

我行开展2017年反洗钱专题培训活动

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我行“码上收”业务支付宝
渠道将于 3 月 5 日正式开
通上线。

自 2016 年 推 出“ 码 上
收”业务以来，在各分支机
构的大力推广下，我行支付
结算业务得到了较大的突
破与发展，取得较大成功。

为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提
升客户使用体验好感，由总
行零售银行管理部牵头，
经过总行信息科技部的协
作努力，进一步完善了该
业务，实现开通支付宝支付
渠道，且可与微信“一码双
支付”，即商户与顾客用一
个二维码可以同时实现微

信和支付宝双渠道的收付
款。

已开通我行“码上收”
微信支付的商户，我行将免
费为其开通支付宝支付渠
道，最大程度简便商户使用
成本。创新科技，格物致
新，促进九银金融支付结算
系统的动力发展。

我行“码上收”业务开通
支付宝支付渠道

3 月 19 日，我行特邀中国人民银行南
昌中心支行反洗钱处花象清处长，案件
调查科孙砺科长、监管二科胡骏科长来
我 行 进 行“ 反 洗 钱 ”专 题 培 训 。 行 长 潘
明 、副 行 长 童 发 平 、零 售 银 行 总 监 齐 永
文、首席信息官肖璟，总行反洗钱领导小
组成员，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分管
领导，各业务条线反洗钱专员，各分支机

构会计主管和支行反洗钱业务骨干参加
了培训。

上午，花象清处长就我国反洗钱监管
宏观政策进行了解读，介绍了国内反洗
钱工作现状和国际反洗钱形势，并重点
强调了我国目前的反洗钱的三种监管方
式。下午，孙砺科长和胡骏科长分别以

《了解洗钱、预防洗钱、打击洗钱》、《银行

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合规措施与风险管理
目标》、《当前反洗钱形势分析及案例》为
主题，从实战方面对银行反洗钱工作进
行了详细讲解。

此次培训，通过从政策层面到操作层
面的全面讲解，使全行上下对反洗钱工
作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知，提升了全行
反洗钱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