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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农商银行铁门关支行

开办承兑汇票质押贷款
近日，新疆库尔勒农商银行铁门

关支行成功为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招
商引资重点企业—新恒立纺织有限公
司办理首笔 164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质
押贷款业务，标志着该支行在创新金
融业务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了解，银行承兑汇票质押贷款
业务是一种智能高效的融资方式，银
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作为融资业
务申请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以汇票作
为质押保证向银行申请融资，并按约
定偿还本息。

该业务的成功办理，进一步丰富
了该行信贷业务品种，增强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客户服务能力，也为和兵团
中小微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张 峥 王 磊

幸福在于奋斗，幸福在于创造，幸
福在于奉献，幸福在于感恩！感恩我
的祖国、伟大的党，更感恩于一路扶持
我 走 来 的 四 川 宜 宾 金 江 农 商 银
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孝亲敬
老之星李兴海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正逢李兴海满50周岁，也是他创办的
宜宾九彩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20周年，笔者走进了这位农民企业家
的世界。

幸福在于奋斗
——从贫困户到民营企业家

眼下的李兴海，完全算得上是一
位成功人士。

他的企业获得省以上的主要荣誉
有：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全国绿色生态农家乐、中国乡村旅游
模范户、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

他个人先后获得“四川省优秀民
营企业家”“四川省农村优秀人才”“四
川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四川省劳动
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奥运火炬手”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李兴海于 1969年出生于宜宾市

叙州区柏溪街道新联村一个贫困家
庭。13岁那年，他刚考入初中，母亲
因意外离开人世，家里穷得连棺材都
买不起，幸有乡亲们送来废旧木料，拼
凑了一口简易棺材，才将母亲掩埋入
土。不久，哥哥也意外身忘，真是祸不
单行。年幼的李兴海，被迫辍学，跟父
亲学做农活。

新联村地处金岷两江之间的九
龙山尾，石头多，田土少，土地贫瘠，
山高路陡，光靠种庄稼，很难维持生
活。为了改变现状，李兴海小小年纪
就利用农闲时间跟着大人学木匠、石
匠，跟着师傅一边学手艺，一边学文
化。不到 15 岁的李兴海，开始把自
己制作的板凳和碓窝挑到玉龙、喜
捷、柏溪乡场上去卖，换回一些“盐巴
钱”了，有时也去帮人干木工、石工
活。1985 年，年仅 16 岁的李兴海组
建了宜宾县第一个农民施工队—玉
龙建筑施工队，拖起他的“游击队”开
始走南闯北，承接民房修建。到 1992
年，建筑队发展到了 100 多人，1993
年又成立玉龙建筑装饰公司。在家
乡人的眼里，李兴海成为了富有传奇
色彩的农民企业家。

李兴海想到自己家困难的时候，得
到众多乡亲们的帮助，于是想帮帮乡亲
们。他买来许多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
动员大家学科学。然而，李兴海的一片
好意却没有人响应。要改变大家靠天
吃饭的传统观念非常困难。李兴海想，
只有自己在种植、养殖和其它农副产品
上摸索出一条路来，乡亲们才会认同，
才会积极跟上。于是，他将玉龙建筑队
和其它的生意转让给别人打理。自己
拿出这些年的积蓄，又宜宾县农信社贷
款10万元，带头种植优质水果，养殖珍
稀水产。两年后，他又办起了宜宾县第
一个由农民创办的科研所。

李兴海的成功让乡亲们看见了希
望，大家纷纷登门拜师学艺。李兴海
将科研所的骨干派到各农户家中，义
务为贫困户改良果树、指导种植、扶持

养殖。在李兴海的大力帮助下，有很
多贫困户走上了致富路。几年下来，
李兴海实施的万亩无公害绿色蔬菜基
地建设，直接带动1000多户4000多人
实现脱贫致富。他还发动新联村、新
民村近 3000多名农民种植果树 1300
多亩，开发鱼塘 80 多亩，人均增收
4000多元。新联村因此被宜宾县评
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1999 年，李兴海想到了创办“农
家乐”发展乡村旅游。他再次到信用
社贷款30万元，以自家住房为基础建
起了“九彩虹”农家乐。他高价收购当
地农民的蔬菜、水果以及鸡、鸭、猪、鱼
等农副产品，精心加工后卖给游客，既
拉动了家乡的旅游事业，又消化了乡
亲们生产的农副产品。经过 20年的
发展，到 2019年底，“九彩虹”拥有固
定员工 129人，实现年接待游客 50余
万人次。

现在的九彩虹，已经不是一个普
通的农家乐了，被大家称之为“积善之
地、感恩之家、长寿乐园”。

幸福在于奉献
——从共同致富到助学成才

“带领乡亲、奉献一生。”李兴海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奋斗了几
十年，就奉献了几十年，而且要长期坚
持。

李兴海办农家乐的初衷，就是为
了解决乡亲们的农副产品的销售问
题。2018年以来，九彩虹公司就收购
了葡萄两万斤，茵红李4万斤、西瓜两
万斤、柑橘两万斤、大头菜 5万斤、黄

豆1.5万斤、海椒2000斤、猪200头、鸡
鸭 4000只、鱼两万斤。收购总额 800
多万元，实实在在为农户的产品拓展
了销路，增加了收入。

因为有了九彩虹，周边几个乡镇
的蔬菜、水果、养鱼、禽畜养殖基地也
有了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光是新联村
和新民村，就涌现出了 160多户种植
养殖业大户。

设立慈善公益基金，很多企业都
会搞。但一个小小的农家乐企业都搞
起了，就不简单，而且持续搞了19年，
这就十分的不简单了。九彩虹公司
2001年就捐资设立“九彩虹感恩教育
基金奖”。每年暑假，九彩虹公司都要
举行发放仪式。为刚考上大学的贫困
大学新生资助2000元以上，对在读的
大学贫困生每期资助1000元以上，对
刚考高中的贫困生资助500元，每年受
资助的学生在50人左右。近20年来，
累计资助过的贫困大、中、小学生在
1300 多人次，资助金额 300 多万元。
其中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中，清华、北
大、复旦、浙大、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
学、川大等重点大学学生就有 200多
人。从2003年开始，九彩虹公司捐资
设立“九彩虹园丁工程奖”，奖励喜捷
镇中小学的优秀教师。从最初每年
6000元增加到1万元。九彩虹公司还
先后为市、县聋哑学校，附近中小学校
捐款修建校门，整治操场、堡坎、购置
桌凳和床。

幸福在于感恩
——从孝敬老人到感恩社会

“苦不苦，想想家中的父母，累不
累，看看我们的老前辈。”

李兴海的顺口溜，虽然没有高深
的道理，但朴实亲切，发自内心，所以
听起来很有感染力！因为他一直是这
样做的。

李兴海的农家乐刚刚办的时候，
正值附近农村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
工的年代，每个村都有数以百计的老
人和孩子们被留在了家头，成为留守
老人、留守儿童，有的还是空巢老人。

2000年农历九月，李兴海决定重
阳节前在农家乐置办20桌酒席，请周
边乡村的留守老人吃顿饭，再送老人
们瓜果点心。结果来赴宴的老人就超
出了预期，预计 200 人，来了 240 多
人。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认为这是李
兴海“炒作自己的生意”。然而，这样
的“炒作”，竟成了九彩虹的惯例。20
年来，李兴海每年重阳节都要置办“长
寿”宴席，请老人们来九彩虹免费来吃
饭，观看演出，领取礼物。规模从最初
的24桌，发展到2019年的200多桌。

近十年来，九彩虹公司在冬至前
后，都要邀请柏溪、喜捷、高场等地的
部分高寿老人到农家乐“过冬至”。不
仅杀猪宰羊，为老年人提供滋补膳食，
而且还组织员工上山采集中草药煎熬
药水，给老人们洗脚。李兴海每次都
亲自动手，带领公司员工为老人们洗
脚。并送每位老人一双厚绒拖鞋和抹
脚毛巾，以表感恩孝敬老人之情。

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九彩虹和李
兴海都要对老人们有所表示，春节还
要向老人送慰问品、慰问金。据宜宾
市叙州区扶贫开发协会介绍，20年来

九彩虹已举办了20届“孝亲敬老感恩
节”（重阳宴）、18届“孝敬父母从脚下
开始”洗脚活动，受益老人多达5万人
次以上，包括宜宾、泸州，成都、重庆及
云南昭通等多个省市的老人。

成功要有贵人
——从500元到2100万元

从小小泥瓦匠到农民企业家，35
年的日子走过来，就是一场梦，而每次
梦想开始的地方，都有信用社做坚强
的支撑。16岁那次看起来是最小的却
又是最胆大的梦想，是几百棵小小的
树苗开始的。因为学会了木工，就想
拥有一片森林。父亲带他到了镇上信
用社申请了500元贷款购买树苗，他已
经记不起当时的情景，只知道很快就
拿到了50张半新的10元面额的钞票，
心已经飞进了梦想中的森林。

天有多高，梦想就有多大。接下
来的贷款 10万元的水果、蔬菜种植，
到贷款 30万元的九彩虹农家乐的开
办，再到2100万元贷款助力新农村建
设，每一次的贷款申请到审批，宜宾金
江农商银行（原宜宾县农信联社）的客
户经理、行长等，从来没有拖拉过。从
实地调查到审批，没有一次超过一周
日时间，最快时也就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农村人历来迷信，认为一个
人要发达，必定有贵人相助。我虽然
说不上发达了，也算是一路顺畅，小有
名气。我的贵人就是农商银行，有了
他们的扶持，我还会有更大梦想！”临
走了，李兴海不忘补充一句，盛情邀请
笔者明年重阳再来九彩虹。

农信相逢“九彩虹”幸福奋斗感恩同
走进全国孝亲敬老之星李兴海的“九彩虹”世界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尹洪萍

今年以来，湖南祁阳农商银行加大绿色金融投放力度，大力支持农民种植特色水果和农产品。近年来，该行累计发放绿色产
业、特色水果贷款1.46亿元，支持特色水果基地及专业合作社100余个，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扶贫攻坚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在猕猴桃基地调研。 陈春仲

今年以来，为强化不良贷款管理清
收，山西隰县农商银行围绕党建引领促
清收的理念，以不良大幅压降为目标，
以深化开展“清收风暴”为抓手，以专项
考核为推动，坚持表内表外并重、存量
与新增齐抓，坚持重点突破与一户一策
相结合，形成了“党建引领+重拳出击”、
上下联动降不良的恒久清贷氛围，为再
掀不良贷款“清收风暴”高潮奠定了坚
实基础。通过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截至
9月末，全县表内外不良贷款较年初压
降667万元，占比1.66%，不良占比较年
初下降了0.8个百分点，实现了不良贷
款“双控”。

根据《临汾农信引深不良贷款“清
收风暴”专项实施办法》文件精神，该行
为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员工工作积极性，
加快清理不良步伐，制订下发了《不良
贷款经营中心运营管理办法补充条款》
和《中层正职以上人员包干清收已出售
不良资产的通知》，通过明确清收对象、
清收目标、清收范围及奖励，进一步确
定各支行行长、各部室经理为本机构请
领清收不良贷款第一责任人，在持续加
大表外不良贷款和已出售不良资产清
收进度的同时，通过提高认识、加强考
核，按照一户一策制定清收、处置方案
和清收计划，坚持做到实实在在跑，扎

扎实实收。
隰县农商银行与县人民法院在县

有线电视台联合滚动播放《关于集中清
收不良贷款的公告》，在全县18个分支
机构、97个行政村统一张贴《联合清收
公告》进行警示震慑，累计向1000余户
不良贷户发放了《致所有不良贷款客户
的一封信》和限期还贷通知书，并运用
媒体舆论、电子屏横幅、张贴标语、出动
宣传车等多种宣传形式，大力营造持续
清贷氛围。一方面积极向不良贷户讲
明利害关系和制裁代价，加大对欠债人
员心理压力传导，跟踪涉搜集贷执行信
息线索，抓有资产、有能力、有影响的涉
诉典型进行重点打击，至上而下形成清
收不良贷款的震慑氛围，取得了以点带
面，带动突破的实效。另一方面加强

“黑名单”管理，实施媒体曝光、联合制
裁等措施，形成欠贷必偿、逃贷必追、赖
贷必惩戒的舆论压力，极力规范和维护
良好的金融秩序。

该行以基层党支部为战斗堡垒，要
求各党支部、系统党员在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全部签
订《承诺书》，向党组织做出承诺，在坚
持做到自身无不良贷款的同时，积极对
近亲属是否存在逾期贷款进行排查，用
实际行动、清收成效为其他员工做表

率，助力打造可持续发展 专注普惠金
融的零售银行。

该行的不良清贷中心和女子清贷
队立足岗位职责，真正将清收重任扛在
肩上，充分发挥“底子清、人员精”的优
势，依法合规强化清收力度，多措并举，
发扬“钉子精神”持续攻坚。积极协调
法院、外部律师团队发挥作用。风险管
理部门积极协调法院，外部律师团队发
挥作用，对已诉讼至法院的贷款，加快
执行力度。同时逐户研究清收对策，通
过电话告知、上门催收、司法介入等方
式，促使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确保
不良清收处置取得实效。

以“不良调度、挂图作战、约谈问
责”3项机制为抓手，在坚决扛起提升资
产质量重大责任的基础上，该行围绕工
作重点召开清收处置不良推进会，在明
确清收目标、按岗位设定清收额度的同
时，重点清收表外不良和已出售不良资
产，积极发扬“吸金风暴”中展现出的工
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切实做到深化认
识，强化内生动力，凝聚团队力量，狠抓
不良贷款听证问责和清收处置，通过完
善不良贷款清收考核办法，强化不良听
证问责结果运用，深化依法收贷，层层
压实责任，真正将全员清收不良贷款措
施落到实处。 闫 杨

隰县农商银行凝聚“党建引领+重拳出击”合力

一户一策清收不良贷款

承德银行秦皇岛燕山大街支行

进社区宣讲金融知识
日前，河北承德银行秦皇岛燕山

大街支行联合迎秋西里社区举办 了
“金融进社区、携手迎国庆”活动，共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进一步提
高金融消费者的权责意识和风险意
识，构建和谐、绿色的金融消费环境，
得到了社区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

本次活动丰富多彩，承德银行秦
皇岛燕山大街支行集中宣讲了金融热
点问题，并针对广大民众十分关注的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存款保险制
度等金融知识进行了积极宣传与推
广；迎秋西里老年队的舞蹈与合唱赢
得了观众的好评与掌声；社区游戏丰
富有趣，更是把活动推向高潮，观众们
看得捧腹大笑、欢声不绝。在活动中，
不仅展示了社区居民们的丰富才艺，
也充分表达了大家对祖国的热爱。

承德银行入驻港城三年多的时
间，一直秉承“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
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的理念，组织
我行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深入社区，
积极参与文明和谐社区建设，打通了
银行服务社区居民的“最后一公里”。
承德银行将会为社区的居民带去更多
的金融知识与丰富的活动。 赵 然

今年以来，贵州福泉农商银行通
过金融知识宣讲，让群众及时了解金
融知识、知晓农商银行金融产品和服
务，用好普惠金融政策，有效规避潜在
金融风险，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

该行制订下发了《“金融知识普及
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
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实施方案。
同时，该行各部门与网点联动，深入乡
镇、村组、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金融知
识宣传；在宣讲金融知识、践行金融机
构社会责任的同时，积极宣传推广金融
产品和服务，助推业务发展。截至9月
26日，福泉农商银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月活动 33场，宣传受众 13000余人，发
放宣传资料7000余份。

为巩固农商银行固有宣传优势，

该行整合资源，对宣传广告及时梳理，
结合当下金融政策和业务推广重点，
重新统一制定广告标准。同时，该行
与政府部门、村支“两委”对接协调，落
实广告宣传事宜，在福泉市两城区、广
大乡村主干道、村寨显眼位置，铺设大
小金融宣传广告超过 3000幅，初步营
造福泉农商银行广告宣传“随处见”的
良好氛围。

该行工作人员还坚守固有宣传阵
地，积极进村入寨开展“金融夜校”，结
合宣讲实际，丰富“夜校”形式，通过金
融沙龙、座谈会、院坝会、田间会、家常
会等积极宣传金融知识、推广金融产
品和服务。目前，该行已开展“金融夜
校”350余场，宣讲受众 2.1万余人次，
起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贾 欢

福泉农商银行开展多种宣传活动

普及金融知识助推业务发展

“现在可好了，再也不用到税务大
厅排队等候了，我在店旁边的农商银行
就能领发票了！”近日，在新疆阜康农商
银行瑶池支行营业大厅的自助办税机
上领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从事五金经
营的李萍女士满意地对笔者说。

为持续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
打通纳税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政
务服务提速增效，今年 4月，阜康农商
银行与国家税务总局阜康市税务局签
订“银税互动”合作协议，将自助办税
功能延伸至银行营业网点，开启了金
融网点自助办税服务的新模式。

目前，阜康农商银行在瑶池支行
和甘河子支行营业大厅内分别购置了

自助发票代开机和自助领票机，供纳
税人办理“自助发票代开”和“自助领
票”等业务。纳税人仅凭身份证及税
控盘，1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发票的开
具、领用，有效降低了纳税人的办税成
本。截至目前，该行累计代办开票 78
份、自助领票300余份。

据阜康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银税互动”还可以“好上加好”，下
一步，该行将与国家税务总局阜康市
税务局深化合作，挖掘大数据潜力，提
供“互联网+税务+金融”的创新服务，
适时推出“税贷通”业务，使广大客户
享受纳税政策红利，“以信换贷”，开启
一条全新的融资渠道。 香山学子

阜康农商银行开启“银税互动”合作

将自助办税功能延伸至营业网点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
进，江苏宜兴农商银行结合区域资源
禀赋，紧紧抓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这个“牛鼻子”和关键点，通过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大户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在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方面下足了功夫，走出
了一条特色化助农之路。

宜兴农商行从实际需求着手做文
章，不断加大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力
度。以“三农”资源撬动金融资源，根据

“三农”金融担保弱化、担保缺乏的实
际，宜兴农商行结合企业和农户生产实
际，加强金融资源与“三农”资源的对
接，针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推出商标
权、林权等权利质押类信贷产品。针对
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农业合作社、农家
乐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发“阳羡宜

茶贷”“美丽乡居贷”“绿穗贷”等产品
该行大力开展金融模式创新，以

“阳光信贷”为抓手，全面开展推进整
村授信，发挥村委人头熟、情况熟的优
势，将村委纳入到增信机制当中，推出

“银行+村委+农户”模式。同时，结合
“惠农贷”产品，推动镇级农业担保公
司的成立，推出“银行+专业担保公司+
农户”模式，为解决农户贷款难提供了
解决方案。

该行开展内部机制创新，将新增
贷款向乡村振兴领域倾斜，结合“两增
两控”，单列单户1000万元（含）以下小
微企业信贷投放计划，确保涉农信贷
资金供给。全面实施“绿色金融”战
略，设立绿色金融服务中心，成立“绿
色大米支行”专项服务杨巷镇大米生
产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汲长路

宜兴农商银行结合区域资源禀赋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