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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沂水映初心
——临沂全市农商银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实践

上接1版

图为山东省农信联社临沂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刘永法为兰陵农商银行与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委员会党建共建单位揭牌。

刘玉明走后，梁怀玉不仅精心侍奉
公婆，担负起繁重的农活家务，还组织

“识字班”抬担架、做军鞋，全力支援八
路军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她又组织民
工担架队赴淮海、下江南，成为拥军支
前的模范。建国后，梁怀玉被誉为“沂
蒙红嫂”，其事迹被收入中国人民军事
博物馆。

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渡江战役胜利 70周年和淮海战役胜利
70周年的历史时刻，记者赶赴莒南县洙
边村，终究没能见到这位传奇“沂蒙红
嫂”和她丈夫最后一面，老人已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

莒南县洙边镇建国前的老党员，
2016年还有百余人，但截至到2019年8
月，仅有 62 人。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步
履蹒跚，甚至记不清生活琐事，却能脱
口说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龄69
年、70年、71年、72年，甚至77年……”

莒南农商银行洙边支行行长刘庆
华告诉记者，“逢年过节，我们给建国前
老党员送去的大米、食用油、面粉，被褥
等慰问品，常常被他们撵着拿走。年纪
大了，他们中有些人脑子有些糊涂，不
认人，不知事，唯独忘不了嘱咐：‘快拿
走，都送到前线去！’”

梁怀玉的好姐妹、洙边镇刘野疃村
88 岁的老党员王仁俊便是其中一位。
虽然村干部介绍说王仁俊有时也会糊
涂，但当记者拉着她的手促膝聊天时，
老人的思路却很清晰。

“上级下达的任务，必须在规定时
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坚决贯彻落实好
上级交办的任务，是王仁俊坚守了一生
的信念。

1947 年，16 岁的王仁俊当上了村
里“识字班”的班长。缝军装、做军鞋、
摊煎饼……王仁俊心里明白，支援前线
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决定着前方战役
的胜负走向。

“我带领 60 多名‘识字班’的姐妹
种棉花、搓麻绳，赶在规定时间前把做
好的军鞋和摊好的煎饼打成包，装到独
轮手推车上，随着支前大军往前线送！”

“具体送到哪儿？”
“哪儿都能送到，我最远送到临沂

市，只要能找到部队，送到了就赶紧往
回跑，继续做、继续送。头顶上炮火连
天，到处是炸弹，幸亏我个子高、腿长，
跑得快！”

“那时候害怕吗？”
“不害怕，死了也是干革命的！不

过，手推车沉得很，必须一直使劲儿
推。饿了渴了累极了，我就吃一口煎
饼，找个水沟趴下来喝口水，再推着车
子继续跑。”

莒南农商银行综合部九零后的入
党积极分子王秋涵一进门就搬了个小
板凳，依偎在老人床边，没有半点生
分。听得入了神，眼睛泛红地对记者
说，“我奶奶的哥哥就参加过淮海战役，
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小时候我常
听老人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故事虽不
尽相同，但一样震撼心灵。我们这代人
多么幸福啊！所以要加倍努力，把单位
交给的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好！”

为者常成 行者常至

种了几十年的地，当了一年的新型
职业农民，却在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全
家收入翻番，靳云告诉记者，他离自己
的“中国梦”更近了。

靳云是兰陵县向城镇后姚村的村
民。以前，他一直种露天菜，加上自家
的两个小拱棚，全年收入最多四、五万
元。2017年夏天，靳云免费加入的“鸿
强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通知他参加由
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农广校举办的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一切费用全免。靳云跟
着培训班辗转去了好几家农业科研院
校，学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运营、
品牌建设、“三农”政策解读，以及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等 10 余门实用课程，眼
界大开，还和农业科技专家成了好朋
友。2018年 6月，靳云考取了新型职业
农民初级证书。

转折就发生在这年9月7日。由兰
陵县委县政府主导设立的“新型职业农
民创业联合会”成立。山东省农信联社
临沂办事处立即成立了调研组，到联合
会开展乡村振兴调研。

“我们就是要帮扶想创业、又不知
道怎么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非
常需要创业资金，但银行的担保不好
找，利息也普遍偏高。”联合会秘书长张
清华向调研组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农民
的心声。

调研组和联合会的工作目标不谋
二合。很快，兰陵农商银行成立了“信
贷支农产品创新实施小组”，行总部、支
行分工行动，对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型职业农民迅速展开大走访大调
研。随后，该行与兰陵县农业农村局签
订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暨服务新型职
业农民框架协议，召开了联合推进会，
现场采集新型职业农民信息 165户，办
理授信98户、发放贷款1256万元。

靳云就在现场获得了兰陵农商银
行 8万元的授信额度。“不用担保、纯信
用、凭借新兴职业农民证书，我和媳妇
签上字，当天就领到了贷款，利息较其
他同类贷款优惠30%到40%。这笔钱帮
了我大忙！村里流转土地，我承包了一
块儿，建起一个 100 米长、12 米宽的日
光温室大棚，种了 2400 棵‘早春茬’辣
椒，每棵能产10斤、收益有50元。以前
我种苏椒 5 号系列，产量低，价格也
低。现在联合会给我提供了优质种苗，
鸿强合作社给我提供了优质肥料，他们
两家都能对我进行技术指导。仅这一
茬辣椒就让我有了12万元的收益。”

“截至目前，我们以‘引导贷’‘创业
贷’‘助力贷’‘示范贷’等形式为全县的
新型职业农民累计发放了 3.56 亿元贷
款。”兰陵农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李晓雷
对记者说。

“我们按照省联社党委打造经营合
规、服务便捷、业绩优良的百姓银行要
求，在临沂办事处党委的坚强指导下，
敏锐把握到兰陵县委县政府实施乡村
振兴‘四雁工程’（头雁、鸿雁、归雁、雁
阵）这一契机，主动融入，助力打造兰陵
县乡村振兴新动能。”兰陵农商银行董
事长刘桂华告诉记者。据悉，兰陵县目
前有 100 名“鸿雁”，张清华是“十强鸿
雁”之一。“鸿雁”对小农户有极强的带
动作用，该行正加紧为这一群体量身定
制信贷产品，跟进金融服务。

“时代楷模”王传喜，是兰陵人为之
自豪的“头雁”。1999年春，王传喜走马
上任代村党支部书记。新班子第一个
会还没开完，就来了一院子要账的人，
一干人马吵得不可开交，还没安抚好，
法院就来了传票。王传喜上任不足半
年，126张传票雪花般飞来，有时候，一

天下来他有数次坐在被告席上，村里人
喊他“王传票”。

20年前的代村，村集体瘫痪，土地
乱圈乱占、违建成风，村民拉帮结派，闹
着“分家”瓜分集体财产，对 380多万元
的村集体负债，都避之不及。

王传喜跟债主说好话、做工作，欠
款一次还不清，就东挪一些，西凑一点
分期还。同时，立下规矩，拖欠村集体
的钱要交，强占了村集体的财产要退。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代村共有
11个生产队，有的生产小组人均耕地近
3亩，有的生产小组人均耕地才3分。不
患寡而患不均。王传喜打定主意先啃最
硬的骨头，带领新班子调整土地。

调地方案公布后，没人敢带头执
行。有人往王传喜家扔刀子、丢石头，
恐吓他正在上学的孩子。王传喜硬是
顶着压力，多方做工作，把地调成了。

2005 年，王传喜抢抓机遇将全村
2600 亩土地流转归村集体经营；2007
年，代村又流转了周边5个村的7000多
亩土地，高标准建起现代农业示范园；
2010年，在王传喜带领下建设了代村商
城。他用 10 年的时间完成了旧村改
造，建起了 65 栋居民楼、170 户“小康
楼”。社区医院、小学、幼儿园、老年公
寓拔地而起。代村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实现了人人有工资性收入，家家每年都
有村集体“分红”。2018年，代村产业总
值 28 亿元，村集体纯收入 1.2 亿元、村
民人均纯收入6.8万元。

沂蒙这片红色沃土养育出来的铮
铮硬汉，有个显著特点——亲切、随和、
朴实、勇毅的眼神中闪烁着睿智的光
芒。王传喜就是这般。关于乡村振兴，
他有自己的理解：“金融、技术、人才等
等要素中，我认为金融极为重要。没有
金融活水的滋润，乡村发展靠自身积累
就会慢下来，这一慢，有些机遇就错过
了。”王传喜娓娓道来，“农商银行的前
身是农信社，当年县里的农信社，办公
地点就在我们村。代村从弱到强、从小
到大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几万、十
几万、到数百万、数千万、数亿，我们的
每一个项目，都有农商银行的支持。我
们的村民，搞农业的，搞商贸的，无论大
小，农商银行都一步步把他们扶持起来
了。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深层次的原
因，首先，农商银行是咱老百姓的银行，
多年来和老百姓密不可分；再就是农商
银行非常有情怀，他们推出的‘党员贷’

‘模范贷’‘宜居贷’‘思乡贷’等等，都很
温馨，树立正气，传递正能量。这种导
向对人们争先进、当典型、做贡献是一
种激励，难能可贵！说到底，农商银行
有个好班子，党建工作抓的好。”

在兰陵农商银行董事长刘桂华看
来，如何做好与代村的党建共建工作，
发挥好王传喜的“头雁”带动效应，是落
实山东省农信联社党委“123456”总体
工作思路的一项具体工作。他说：“解
放战争时期，代村是‘鲁南战役’中国人
民解放军临时指挥部驻地，此役历时19
天，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歼灭国
民党军 5.3 万余人，缴获坦克 24 辆、各
种火炮 200 余门、汽车 474 辆。首创华
东战场人民解放军一次歼灭国民党军2
个整编师和 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挫败
了国民党军进攻临沂的计划。作为沂
蒙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代村一起筑牢战
斗堡垒，传承红色文化。”

其实，早在王传喜上任之初，兰陵

农商银行就为支持代村的旧村改造量
身定制了“新居贷”，累计支持农户1260
多户，发放贷款3.7亿元；投放贷款3000
万元，支持代村建成集医疗、养老于一
体的兰陵代村诚信医院，惠及代村及周
边社区居民 7 万余人；创新推出“商户
随 e 贷”，累计支持代村商城专项贷款
1310余户，余额 3.59亿元；为代村辖区
1100余名商户提供免费“聚合支付”产
品，为 23 家农特产品商户提供免费入
驻“智 e 购”商城兰陵特色馆的电子商
务服务……

2019年6月19日，兰陵农商银行与
代村党建结对共建暨战略合作协议签
订。根据协议，兰陵农商银行向代村社
区3年授信10亿元。

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

顾响开是上海江桥蔬菜批发市场
的一级批发商，兰陵籍。早上 10点钟，
在兰陵县受“利奇马”台风灾害影响最
严重的磨山镇旺庄西村鲁南蔬菜批发
市场里，顾响开正动作麻利地帮菜农往
筐里装茄子。“这批茄子 400多斤，我按
5元钱1斤收的，到了上海赔钱也得卖，
不能断了货。往常这个点儿我早走了，
现在我的车还没装满呢，暴雨把菜淹在
了地里，附近几个市场的货都很少。”顾
响开说。

上海江桥蔬菜批发市场供应的蔬
菜占整个上海蔬菜市场总量的 70%。
在江桥，像顾响开这样的兰陵籍商户又
能占到 70%。兰陵农商银行服务“四雁
工程”事业部总经理任昆告诉记者：“兰
陵县有 35万人常年在‘长三角’地区从
事蔬菜运销相关工作，开创了‘买全国、
卖全国’的特色蔬菜经营模式。但由于
户籍等原因，这一群体得不到当地银行
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兰陵县在“长三角”地区共有驻沪、
驻苏、驻浙三个流动党委，这些流动党
委下设 25 个驻外党支部，覆盖这一区
域的主要城市。为了探索出一条金融
服务“天南地北沂蒙人”的新路子，推动
和引导兰陵在外能人回乡创新创业，带
动更多生产要素向兰陵聚集，兰陵农商
银行迅速行动，协调县委组织部下发了

《关于对接兰陵农商银行开展金融服务
的函》，开展起与各驻外流动党委的党
建结对共建活动。

任昆，便是兰陵农商银行选派的驻
沪流动党委副书记。他对记者说，“我
们目前已经成功对接上海地区两个兰
陵商会，向会员单位提供存款、结算、电
子银行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并与之签订
了 3年 10个亿的《服务乡村振兴暨“四
雁工程”战略合作协议》，并以“沂蒙云
贷”（临沂农商银行系统自主研发的大
数据智能信贷平台。包括“云快贷”和

“云易贷”两大系列产品。“云快贷”实行
纯线上操作，额度最高 30 万元；“云易
贷”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额度最高可
达 500 万元）平台为载体，对驻外客户
实行了整体授信。

“驻外商户二维码收款提现费用
高，我们就向他们推广无提现手续费
的‘聚合支付’；驻外商户的资金结算
成本太高，我们就第一时间向省联社
市场拓展部提交申请，论证研发异地
使用费率最低、具备自动 VIP、跨行取
款免费等功能的‘思乡卡’，近期即将
发行。”兰陵农商银行市场拓展部总经
理陈德侠如是说。据了解，除了“聚合
支付”和“思乡卡”，该行还创新推出了

“思乡贷”，包含 7 种信贷产品，个人贷
款额度最高可达 300万元，公司贷款额
度最高可达 1500 万元，期限最长可达
3年。”

实施“四雁工程”，是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的“兰陵实践”。临沂市委常
委、兰陵县委书记、“四雁工程”的总设
计师任刚告诉记者，“落实好乡村振兴
的二十字总要求，关键在人。建党 98
周年，建国 70 周年，祖国人才辈出，我
们进行了伟大斗争，开创了伟大事业，
我们还有伟大梦想，要完成好伟大工
程。我理解的乡村振兴是农民的振兴，
而不是工商资本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振
兴。农民有地、有技术、有劳动力，缺的
是资金。农商银行不忘初心，勇担使
命，倾力支农，是农村金融战线上的一
面旗帜！”

位卑未敢忘忧国

任刚对临沂农商银行人的褒扬，让
记者联想到沂蒙老区的另外一面“旗
帜”——“沂蒙红嫂”明德英。

1941年，日军对沂蒙山革命根据地
进行大规模扫荡，山东党政机关和八路
军指挥部所在的沂南县马牧池一带，遭
受了日军铁壁合围的重兵围剿。为了
掩护指挥机关和首长撤退，警卫员王洪

宝所在的警卫班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
开血战，最终寡不敌众，全班仅剩两
人。王洪宝和战友决定分头突围。

在几个日本士兵的追击下，王洪宝
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李家林村口。当时
的李家林只有一座低矮的石砌院落掩
映在荒林中，院落里住着老实巴交的村
民李开田和他的哑巴媳妇明德英。

明德英刚刚给小儿子喂完奶，便
见丈夫跌跌撞撞地冲进院子，她扶门
一看，几个日本兵正踏过河道追赶一
名八路军战士。情急之下，明德英把
孩子丢到草堆里，毫不犹豫地迎出院
子，此时受伤的战士已昏迷在他和丈
夫的面前。

四处搜寻的日本兵气急败坏地冲进
院子，用明晃晃的刺刀比划起来，见眼前
的女人没有反应，才知道是个哑巴。日
本兵气势汹汹地想要进屋搜罗，明德英
连忙打着哑语，指向山后，日本兵信以为
真，夺门而去。惊魂未定的明德英匆忙
回到屋里，掀开被子一看，浑身是血的伤
员气息奄奄，干裂的嘴角微微嚅动着，水
缸和瓢里没有一滴能喝的水，去河里提
水又怕引来鬼子，手足无措的明德英怔
了一下。忽然，身边嗷嗷待哺的小儿子
让她计上心来，她迟疑着俯下身去，颤巍
巍地解开了上衣扣子……温热甘甜的乳
汁缓缓流进王洪宝的嘴里，小战士眼睛
还未睁开，泪水已夺眶而出，失声喊道：

“娘！”明德英欣慰地笑着，连连点头。
明德英和李开田预料到天一亮日

本兵会来搜查，便借着夜幕将王洪宝安
置到一处废弃的墓穴中。在他们的悉
心照料下，不到 50天，王洪宝竟奇迹般
的伤愈了。临行前，他跪在明德英夫妻
的面前，泣不成声地喊道：“娘！爹！孩
儿去杀鬼子了，我要能活着回来，就给
您二老养老送终！”

山脚村边的荒地坟茔，人迹稀少，
有一定的隐蔽性，明德英家住过不少伤
员。当年，为救王洪宝，被明德英情急
之下丢到草堆里的小儿子李长印脑袋
碰到了锄头，留下了终身残疾，一生未
婚，生活起居由明德英照料。

1995 年正月初二，明德英与世长
辞。她最小的孙子李守军担负起照顾
二叔李长印的重担。李守军告诉记者：

“奶奶有五个孩子，除了父亲李长俊和
二叔李长印，我还有三个姑姑。父亲、
小姑、二哥，还有我，都是军人出身。我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贴满了父亲在
部队获得的奖状，长大后我也选择了参
军。在新疆部队服役的 3年时间里，我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获得了我
们团唯一的‘学雷锋先进个人’。”

1990 年 ，18 岁 的 李 守 军 光 荣 参
军。84岁的明德英倚在门柱上远远凝
望着小孙子的背影，不停地挥手道别，
又不住地用衣角擦拭泪水。老人这一
生，为“大家”为“小家”，不知道送走了
多少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亲人。

李守军复员后，为了照料重疾在身
的二叔，毅然回到了家乡。如今，他在临
沂市易通食品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中央

厨房安装工作。“我在这家企业干了 7
年，感觉很踏实。公司总经理张守信
是临沂商城国际工商业联合会的会
长，军人出身。他每年都会给偏远山
区的学校捐赠中央厨房设备，我去装
过好多套。”

采访中，张守信并未向记者透漏半
点捐赠厨房设备的事。他认为，一个军
人，即使不能再为国家征战沙场，也要
为国家建设出尽全部力气。

“我是临沂商城的建设者、见证
者。”张守信说：“临沂商城起步于改革
开放初期，经过 40年的培育发展，已成
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市场集群、重要的
物流周转中心和商贸批发中心。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兰陵人敢闯敢拼，抱团
到‘长三角’地区的农贸市场上卖大
蒜，为了不让“回头车”空置，他们就想

方设法地找南方的货物拉回来，一来二
往，临沂这边就有了配货站，后来叫托
运部，再后来就有了物流公司。频繁的
商贸往来带动临沂商城的发展，从1993
年开始，第一批商户干起来了，他们最
初就是一间间的门面，我的厨具店就在
其中。1994年，为了升级店面，我和爱
人想在门面后院儿盖个棚，做成厨具展
厅。那时手里没有资金，个体户很难从
银行贷到款，是信用社（现在的兰山农
商银行）贷给了我们两万元钱，不要抵
押和担保，纯信用，放款也很快。我们
会永远记得信用社给予的帮助。”

张守信领导的临沂商城国际工商
业联合会，有五分之一的会员单位从事
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目前，商会
一方面和兰陵县委县政府全面对接，垫
资帮扶向城镇在前姚村和后姚村建成
占地 4000 亩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另
一方面，全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市场，已成功对接俄罗斯客商，打通了
临沂农产品出口俄罗斯的所有手续关
卡，来自兰陵蔬菜基地的首批样品已运
抵俄罗斯。

兰山农商银行董事长殷学远告诉
记者：“临沂城区专业市场达 134个，其
中兰山农商银行辖区就有 94 个，商户
4.1 万户（含沿街、商场）。为了精准服
务好商城客户，我们在省联社临沂办
事 处 的 指 导 下 ，首 先 确 定 了‘3 个
100% ’工 作 目 标 。 即 商 户 建 档 达
100%、商户授信覆盖率达 100%、商城
调研报告达 100%。再者，就是定格、定
人、定责，网格化管理。结合区位、人
员、业务量等综合因素，科学划分区域
网络，使每家支行、每名客户经理都有
自己的格、都有自己的田。截至 2019
年 9月末，兰山农商银行实现商户建档
36551户，建档覆盖率92.29%，开立结算
账户 32138 户，结算覆盖率达 80.27%，
授信 36498 户，授信覆盖率 91.16%，授
信金额 56.31 亿元。“商铺贷、精英贷、
商信贷、流水贷、POS贷、丝路贷、展位
贷、跨境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融资”
是兰山农商银行为沂蒙商城商户量身
打造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其中，‘丝路
贷’就是向国际工商业联合会会员发
放的流动资金贷款。”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我们临沂全市农商银行系统将

按照省联社党委‘123456’总体工作思
路和‘四个走在前列’的工作要求，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乡村振兴战略总
体规划和重点项目，找准切入点，选
准支持点，把控好风险点，担当作为，
创新实干，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沂蒙高地做出应有贡献。”山东省联
社临沂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刘永法
如是说。

服务新型职业农民、服务“天南地
北沂蒙人”、服务沂蒙商城和“一带一
路”战略，只是临沂农商银行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生动缩影。5个县、66
名采访对象，12天的集中采访，记者无
法一一记述。

兰山农商银行对 30种专业市场的
精细服务和全省“网点转型”的范本，兰
陵农商银行在党建共建方面的成熟做
法，费县农商银行探沂支行连续 6年没
有不良贷款、没有非应计贷款的生动案
例，郯城农商银行 70%的零售贷款占
比，平邑农商银行小微贷中心、资产经
营中心建设，沂水农商银行的整村授信
工作和“智慧厅堂”建设，沂南农商银行
的小微贷中心建设，莒南农商银行的

“三项机制”改革，临沭农商银行 11%的
“去单换卡”率，河东农商银行和罗庄农
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清收盘活工作，都给
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这是一支“铁一般担当的队伍”。
抚今追昔，水乳交融，军民融合，烽

火铸丰碑；红色基因，永固初心，赓续使
命，实干迈征程。

图为费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向军人推介“拥军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