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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务务心心系系万万家家 产产品品丰丰富富多多彩彩
菏泽市农村信用社，全市网点最多、服务最广、业务齐全、资金雄厚的金融机构

菏泽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菏泽农信社”)现辖菏泽农商
银行1家市级农商银行，成武、郓城农商银行2家县级农商银行，曹县、定陶、单
县、巨野、鄄城、东明6家县级信用联社，368个营业网点，从业人员近6000人，是
全市网点最多、服务最广、业务齐全、资金雄厚的综合性地方金融机构。

近年来，菏泽农信社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面向‘三农’、
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
升金融服务水平，大力支持了菏泽市主导产业、骨干企业、小微企业和城乡统
筹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至2015年3
月末，全市农信社各项存款914亿元、各项贷款599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第
5位、全市金融机构第1位，存、贷款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7%和39%；2014年度实
现各项收入63 . 3亿元，实现经营利润25 . 4亿元，纳税5 . 9亿元，居全市纳税大户
第4位；2014年度经营指标综合考评居全省农信系统第3位。先后荣获全国文化
工作优秀组织单位等国家级荣誉8项，省级文明单位等省级荣誉38项，金融支
持菏泽科学发展突出贡献奖等市级荣誉56项。多个亮点被人民网、农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农村金融等媒体采访报道，得到省联社和市委、市政
府等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网上银行
主要分个人网银、企

业网银。安全性高，实用

方便，网络速度快，能通

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

转账汇款、购物消费、代

收代付等交易，并开通了

代收电费功能。同时，信

用社网上银行实行行内、

跨行业务手续费全免标

准。
(1)个人网上银行分

为 大 众 版 和 专 业 版 两

种，为个人客户提供账

户查询、网上支付、代缴

费等金融服务，能够买

足不同层次客户的各种

金融服务需求，您只需

要登录山东省农村信用

社网站，足不出户便可

享受7*24小时的便捷、

安全、可靠的服务。
(2)企业网上银行为

企业客户提供账户查询、

转账汇款、代发工资、电

子商业汇票等金融服务，

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客户

的各种金融服务需求。只

需登录山东省农村信用

社网站，足不出户便可享

受7*24小时的便捷、安

全、可靠的服务。

◆电话银行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开设的统一电话银行号

码是“96668”。利用电话

自助语音和人工服务方

式为客户提供账户信息

查询、转账汇款、缴费支

付、口头挂失、密码修改、

业务咨询等金融服务的

电子银行业务。在山东省

辖内农村信用社营业机

构开有账户的企业或个

人，均可申请成为电话银

行的注册客户。

◆手机银行
分为短信版、WAP

版、客户端专业版三种。

它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

将客户手机连接至银行，

实现利用手机界面直接

完成行内转账、实时汇

款、账户查询等银行操

作。客户均可在本地市内

任意营业网点办理手机

银行的签约手续。签约时

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银行卡、手机号。

◆ 支 付 宝 快 捷
支付(含卡通)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与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合作开发的网上支

付业务。客户通过柜台将

支付宝账户与银行卡签约

绑定后，无需登录网上银

行，直接通过支付宝账户，

凭支付宝支付密码即可通

过支付宝支付平台从绑定

银行卡上支付消费款项。

◆短信通
客户账户因存取款、

转账支付、刷卡消费等引

起账户资金变动时信用

社通过手机短信方式为

客户提供账务变动信息

通知的服务。银行卡账

户、存折账户、单位银行

结算账户等可以本市地

内任一网点开通短信通

业务。

有信通卡借记卡、齐
鲁乡情卡、锦绣前程校园
卡、泰山富农卡、生肖卡、
淘宝联名卡、公务卡、VIP

钻石卡、学前资助卡等。

1 .泰山·福农卡
主要面向县域及县

域以下从事农村具体生
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种
养殖大户、个体工商户
及中小企业业主等发
行。具备普通借记卡的
存取款、结算、消费等全
部金融服务功能；小额
信贷功能是“福农卡”业
务的核心，持卡人可凭
卡向发卡单位申请小额
授信，审批通过后，持卡
人将获得授信额度，用
信时提前向发卡银行按
照规定申请办理即可，
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循
环使用，支付便利；可以
与众多涉农商户合作。
持卡人在与中国银联签
约的涉农商户可以通过

“福农卡”购买到质量可
靠、价格优惠的农业生
产和生活资料。

2 .信通卡借记卡
由山东省农村信用

社组织发行的、带有“银
联”标识的磁条银行卡，
信通卡按发行对象的不
同，分为单位卡和个人
卡。个人卡按功能的不
同，分为普通卡、理财
卡、联名卡和员工卡。具
有存取现金 (单位卡除
外)、转账结算、消费、查
询等功能。可以开立多
储种、各档次定期和活
期存款账户，实现卡内
活期账户与定期账户互
转。普通卡可另申请两
张附属卡，附属卡可对
主卡内的活期存款提
现、购物消费、续存，主
卡对附属卡的取款金额
进行限制。凡在信用社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
位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个人，均可申领
信通卡，不需要提供担
保。信通卡可实现系统
内跨省、省内柜台通存
通兑；可使用国内、国外
加入“银联”网络的自动
取款机 (ATM)、自动存
款机 (CDM)、自动存取
款一体机(CRS)、消费终
端 (POS)等办理存取现
金、转账结算、消费、查
询业务。可以用于代发
工资、代缴话费、水电费
等多种代理收付业务。

3 .齐鲁乡情卡
齐鲁乡情卡是信用

社面向社会发行的银行
借记卡，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
信用社各营业网点申
领。齐鲁乡情卡分为主
卡和附属卡，主卡可对
附属卡的取款金额进行
限制。具有信通借记卡
的全部功能，无起存金
额，无有效期限制，享有
手续费优惠，可以开立
各储种、各档次定期和
活期存款账户，实现卡
内活期账户与定期账户
之间的互转。在省内异
地柜台办理现金取款、
转账取款业务每卡每日

最高限额分别为10000

元 (含 )人民币，现金存
款、转账存款无限额。齐
鲁乡情卡还可以在全国
带有“银联”标识的自动
取款机取款和POS机上
刷卡消费。

齐鲁乡情卡的发
行，有效解决了外出务
工农民工携带现金风险
大、汇款难的问题，为农
民工兄弟提供了方便、
安全、快捷的资金汇划
服务。

4 .锦绣前程校园卡
锦绣前程校园卡是

农村信用社面向高校学
生特别发行的借记卡，具
有信通卡的全部功能，无
附属卡，无起存金额，不
能透支，只供持卡人本人
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锦
绣前程校园卡有效期为
四年，有效期内学生持校
园卡在全省信用社柜台
办理业务实行免费。该卡
可以开立各储种、各档次
定期和活期存款账户，卡
内活期账户与定期账户
之间可以实现互转，可在
全省农村信用社营业网
点办理存、取款、转账、查
询等业务，还可在全国带
有“银联”标识的自动柜
员机(ATM)取款和POS机
上刷卡消费。全省高校学
生可以学校、团委、院(系)

或班为单位，集中到就近
的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
办理。在柜台办理省内异
地现金取款、转账取款每
卡每日最高限额为10000

元(含)。锦绣前程校园卡
四年有效期内，持卡在山
东省农村信用社柜台存
取款、转账，系统内ATM

存取款、转账均不收取手
续费，有效期满后，本卡
自动转为普通借记卡，不
再实行手续费优惠。

5 .生肖卡
功能与信通卡一

致，加入12生肖传统文
化，卡面设计更人性化，
迎合客户多样化需求。

6 .公务卡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泰山如意公务卡(以下简
称“公务卡”)是山东省农
村信用社辖内法人机构
(含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
银行)针对各级财政预算
单位的日常公务开支及
财务报销，并兼顾个人消
费，向其内部工作人员发
行，给予持卡人一定信用
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
度内先消费、后还款，以
人民币结算的支付结算
工具。公务卡属于银联标
准人民币贷记卡，具有信
用消费、转帐结算、存取
现金等功能，可在带有

“银联”标志的自助设备
和发卡机构指定的网点
及特约商户使用，且交易
均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7 .学前教育资助卡
学前教育资助卡是

省联社为落实山东省学
生资助有关政策推出的
面向享受山东省学前教
育政府助学金政策的受
助学生和儿童发行的一
种银行卡品种。

◆信用社银行卡

农村信用社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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