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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扶贫一线

我是一名 90后，我出生在贵州省
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至今，这里的人们
都在向着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的目标发起最后总攻。

从 201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
今天，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更迭中，
我不断在每一点滴的变化中感受着一
个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作为是一名农村金融工作者，
我在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
向祖国倾诉，倾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上升腾着的变革热情以及来自偏远山
村百姓内心无法抑制的满心深情。

张玉会是贞丰县白层镇坝桥村兴
农养殖场的当家女主人。2009年夏天，
张玉会在农信社信贷资金的支持下，承
包了600多亩荒山开始了她的高山养殖
之路。

一晃就是 10年，农信社从最初的
几万元到如今的几百万元支持着张玉
会的创业之路。从贵州省贞丰县老鹰
山特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到和
几十户精准扶贫户签订了资金变股金
的协议再到向附近的几百户精准贫困
户发放近十万羽鸡苗。这一路，张玉会
走得铿锵、干得踏实。而贵州省农信社
把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落细，见证
了山旮沓里飞出了“金凤凰”。

万水千山纵横，岂惧风急雨翻。从
温饱不足中来，到全面小康中去，这样
的千年梦想正越来越清晰，回首贵州与
祖国共成长的时光，我更加坚定的相
信：贫困，不是贵州永久的标签；无奈，
更不会是贵州人的本质常态。在决胜
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的征程上，愿
青山不负英雄志，百姓富、生态美的多
彩贵州新未来就在眼前。而张玉会也
成了我们在支农扶农惠农中的一个小
小缩影，农信的根也因为祖国的发展扎
得更深，农信的路也因为百姓的期待而
更加坚实。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麻山乡，
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乱石旮沓地，
牛马进不去，石缝种包谷，只够三月
活”。在这里的老百姓经历着“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老百姓的金
融知识更是匮乏到基本为零。有一次，
一个中年大姐把养了好久的几头猪卖
了给女儿交学费，当拿到银行来一存，
发现全是假币。诸如这样的例子举不
胜举，农信人就把金融知识的课堂搬进

村村寨寨，开起了“金融夜校”，用老百
姓听得懂的语言传递着金融知识、致富
信息。

“金融夜校”的创始人和发动者正
是“全国最美乡村信贷员”贵州荔波农
商银行员工潘永恶，他下决心要把金融
知识教给农民，让他们不再吃亏。于
是，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请村委会把老
乡组织起来，拿起喇叭，义务给农民上
起了“金融夜校”。他的这次尝试一炮
打响，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请他去上
课。1000多个日日夜夜，数万公里的翻
山越岭，他风雨无阻坚持向群众普及金
融知识、传递致富信息，家人不理解，累
过、病倒过但从不放弃。他把群众当家
人，用金融知识点亮了乡村的夜晚，换
来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如今，“金
融夜校”早已经在全省的每个角落推广
开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话中我和潘
永恶聊过，我说：“金融夜校对于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他说，我和你讲一个故事
吧：“有一次我骑摩托车下队，突然下起
瓢泼大雨，道路湿滑，我一不小心，摔在
了路边的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脚
扭伤了，求助无门。终于我欣喜的看到
一位老人家路过，可是他并没有停下来
帮我，反而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滂沱
的大雨之中我绝望极了。就在我努力
往路上爬的时候，竟然有10多个人冒着
大雨向我走来，抬我上车，送到医院。
原来是那位老人家远远就看见了陷在
泥坑里的我，急急忙忙回到村子，找来
了这帮年轻人。看着浑身湿淋淋的他
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听完这个故
事，我百感交集，我想我们做的这些为
的是什么，不就为了老百姓早日过上更
好的日子，不就为了早日实现你我心中
那个同步小康的梦。

不论是我工作中所服务的诸如张
玉会这样的客户，还是我身边的同事潘
永恶，在农信，在每一个平凡而普通的
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
奋斗，让我深知：时间的意义，远不能用
长度来衡量。这70年的发展变迁，让像
我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乘着祖国
最和煦的春风，真正在自己的岗位上为
党旗增光、为梦想助力、为百姓谋福，以
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书写无愧于一代代
青年人的时代篇章，与时代共命运、与
祖国同呼吸。 张 盛

脚踏泥土的背后

近日，四川德阳农
商银行召开了客户经理
座谈会。旨在通过开展
基层“双问”活动——

“问需于基层、问计于基
层”，进一步完善信贷运
行机制、优化流程手续、
丰富信贷产品体系、强
化涉贷队伍管理，以持
之以恒地落实信贷强基
工程实施意见促进该行
信贷业务的持续、健康
发展。该行领导班子以
及公司、个人、农贷、按揭
等信贷条线客户经理共
计20余人参加了会议。
图为会议现场。王尚武

莘县农商银行

增强客户申贷便捷性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范淑敏

今年以来，为增强客户信贷申请
的便捷性，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莘县
农商银行实施“125”责任制。

“1”是指“聚焦一次办好”，落实“5
个1”，一次告知、一份材料、一次提交、
签一次字、一次到账。“2”是指优化办贷
流程。将申请、调查、审查审批、签订合
同、发放贷款5个环节进行并联，压缩
至2个环节，推行网上办贷，减少客户
提交材料的耗时环节，让信息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路。“5”是指实施限时办结
承诺制。制作办贷“明白纸”，一次性告
知客户信贷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所需
资料，公开承诺办贷时间严格控制在提
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同时主动做好
引导、解释和沟通工作，让客户知道怎
么做，双向发力，确保客户申贷便捷。

河北省联社张家口审计中心

员工获羽毛球比赛佳绩
河北省农信联社举办的羽毛球比

赛于近日顺利举办。本次比赛分团体
赛、男单、男双、女单、女双及混双等六
个项目。张家口农信队共 9名队员参
加了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其中来自
蔚县农信联社的侯大立获得男子单打
亚军，蔚县农信联社侯大立、冯俊强获
得男子双打亚军，赤城县农信联社刘阳
进入女子单打前八名。 闫大飞

兰考农商银行

回馈客户送戏下乡
日前，河南兰考农商银行开展的

“感恩回馈送戏曲下乡活动”在当地三
义寨乡白云山村拉开帷幕。活动开始
前，兰考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向观众讲解
反假币、防电信诈骗、防范与打击非法
集资等方面的金融知识。舞台前坐满
了前来观看的来百姓，他们在欢声笑语
中享受到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据悉，此次活动将从11月7日开始
至11月15日结束，共计演出20场。兰考
农商银行此举是为了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城乡文化建设，回馈广大客户，
满足城乡百姓精神文化需求。 崔 巍

陆川农商银行

保障员工身体健康
近日，广西陆川农商银行为切实

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关心职工的工作
生活，组织全体职工分批次进行健康体
检活动。

为落实职工健康保障制度，该行建立
与广西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长
期合作关系，本次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
心电图、B超、妇科、胸透等多个项目。为
保障体检工作顺利进行，该行制订了详细
的康检方案，将体检需要注意事项、体检
时间安排等事项提前下发通知到辖区各
支行、分理处，让职工合理安排时间，做到
体检和业务两不误。 何思蓉

炎陵农商银行

组队参加全国门球比赛
近日，“2019美丽中国·全国门球

大赛”在福建武夷山举行，湖南炎陵农
商银行门球队参加比赛并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

本次比赛，炎陵农商银行门球队
共派出6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赛场
上，队员们精神饱满，训练有素，球技精
湛，他们手握球槌，沉着冷静，弯腰击
球，精准到位，撞、追、躲、守等精彩表
现，时不时赢得观赛群众的喝彩声，用
行动诠释着门球的魅力和精神。经过
3天激烈角逐，该行门球队取得第九名
的优异成绩。 周佳乐

为做好外出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
近日，贵州省册亨县农信联社携手县就
业局赴浙江省宁波市、义乌市、绍兴市
开展了为期 7天的金融服务和就业推
荐服务活动，为千里之外的外出创业及
务工人员送去金融服务及就业服务。

该联社服务队成员先后走访了 4
名创业人员创立的公司，深入了解了
他们的创业经历、经营发展状况、资金
结算、金融需求、存在的困难等。据了
解，4名创业人员在创业过程中均得到
了该联社的信贷资金支持，目前生产
经营稳定向好，具备了一定的持续经
营能力和带动就业能力，为家乡人提
供 60余个工作岗位。走访过程中，该

联社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黔农云”
“黔农 E付”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现场
教使用，让他们感受到该联社金融服
务无处不在。

在县就业局驻宁波工作人员帮助
和介绍下，该联社工作人员分别走访
慰问了在宁波金港酒店就业的20名贫
困户和在宁波从事环卫工作的14名贫
困户，为贫困户发放慰问品，送上温馨
的祝福，让他们感受家乡的温暖。随
后详细讲解了“特惠贷”及贫困户贷款
的优惠政策，解决好贫困户创业启动
资金问题。

召开了贵州省册亨县籍在浙创业
就业人员座谈会，70余人创业就业人员

参加会议。会上，该联社工作人员宣传
了金融产品及扶贫政策等知识，希望广
大创业、务工者在国家良好的政策下，
坚定发展信心，脱贫致富奔小康。部分
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为册亨县联
社外出创业就业人员金融服务工作，建
言献策、指明了方向。

通过本金融服务活动，不仅向外出
创业务工人员宣传了贵州农信金融产
品，拉近了该联社与外出务工人员的距
离，提高了广大外出务工人员对贵州农
信的认可度。同时组织了一批存款资
金归社，为该联社农民工金融服务积累
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为业务的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杨 俊 郭 刚

册亨县农信联社赴浙江开展深度交流

为外出务工人员送金融服务

东方农商银行

举办职工运动会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孙亚伟 杨 钬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
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干事创业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近日，江苏东方农
商银行举办了第三届职工运动会。

该行本届运动会共计15支党支部
代表队357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当天，
运动员们如约而至，共同角逐短跑100
米、400米、跳远、实心球投准、摸石过
河、飞镖比赛等 20余个比赛项目。活
动现场，员工们在赛场上收获了友谊和
感动，强健了体魄，文明了精神。

为进一步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增强
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近
日，河北滦州农商银行利用新城分理处
网点拆迁改造之机，在其营业大厅组织
开展防暴实战演练。该行副行长刘红
丽、各营业网点负责人、部分员工和保
安共100余人观摩实战演练。

该为高度“还原”现场，本次演练事
先未指定预案，随机抽调四组员工和保
安参与，由“歹徒”临时模拟“使用钝器
砸防弹玻璃实施抢劫”“使用杀伤性武
器威胁窗口柜台抢劫”等场景，各岗位
人员“随机应变”，按照日常防暴预案进
行处置。演练过程中还使用了仿真手

枪、头套、铁锤等道具，现场砸碎4块营
业窗口玻璃，启动催泪装置按钮3个，增
强演练的真实性、实战性。

面对突发情况，大家沉着冷静、机
智应对，完整地演练了歹徒进入现场作
案，保安立即疏散群众，柜员迅速反映、
及时报警、锁好钱款、机智周旋、紧急避
险等过程，环环相扣、有条不紊，达到了
预期效果。

此次实战演练，进一步锻炼和检验了
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了营业网点的案
件防范水平，为营造“平安金融”的良好氛
围和该行业务经营稳健运行筑牢了坚实的

“安全长城”。 陈树俊 常 春 张春娇

滦州农商银行开展防暴实战演练

提高员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入驻苏州八年来，浙江泰隆银行
苏州分行坚持立足县域、立足农村、立
足基础金融服务、立足普惠金融的定
位初心，做小做精，做准做实，更好地
满足了大众百姓的需求，提高了百姓
的幸福获得感。

在当地沙溪有位得了胃癌的孙阿
伯（化名），离异多年，家里只有一层三
间房屋，女儿在外地收入也微薄。
2018年，泰隆银行客户经理顾晓了解
到了孙阿伯的情况后，为其办理了一
笔两万元的贷款，解决了孙阿伯燃眉
之急。

2018年 11月，在该分行木渎支行
营业厅出现的这位果农李阿伯（化
名），来自山西，每年 10月到次年 2月
在苏州打零工，每月有3000元的收入，
原本可以满足生活保障，无奈女儿生
病多年行动不便无法工作只能在家休
养，老伴也只能在家照顾女儿，一家的
重担全部落在李阿伯一人身上。就在
李阿伯来苏州不久后，女儿病情加重，
急需一笔资金购买药品，而正值冬季，
果园没有任何收入。木渎支行客户经
理何娇听完李阿伯的情况，立刻进行
了综合调查，认为李阿伯虽然日子过
得苦了些，但却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
愿，无不良嗜好，正符合我行“两有一
无”的两民客户定位，随即就为张阿伯
办了一张额度一万元的信用卡。李阿
伯回乡后为女儿购置了药品，同时也
按约定还了款。

在泰隆银行还有一位外地客户张
先生（化名），在苏州偶然发生了车祸，
需立即做截肢手术，然而半年后才能
拿到保险赔偿，身在异乡的张先生也
无法向亲戚朋友求助，时间紧迫，手术
不等人。经人介绍，泰隆银行了解了
张先生的情况之后，立刻为张先生办
理了 30万元贷款作为手术医疗费，如
今张先生已康复，贷款也已还清。

截至目前，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共
为当地贫困户与小微客户发放贷款
7822.38万元。此外，泰隆银行推出了
扶贫产品和脱贫政策授信服务，加大
对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服务力度。

“ 党 员 先 锋 贷 ”“ 慈 孝 贷 ”“ 农 信 担
保”……名字不同，但目的相同，贷款
只有投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才能
水到鱼活，力到功成。

一直以来，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引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存公益之心，行普
惠之道，坚持小微定位，少至几千元，
多至几十万元的贷款投放给最有需要
的人，“贷”动的不止是生活保障，更是
这些“贫困”家庭的希望。

“我们以独创的市场定位、信贷规
模与风控技术坚持定位，默默服务。”泰
隆银行苏州分行的相关负责人说，事实
上，在泰隆银行的26年发展历程中，也
始终在为小微、困难群众提供金融服
务，帮助广大创业青年、因病致贫家庭、
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工人等
实现创业就业、劳动致富。 苏 泰

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创新金融服务

精准施策以“贷”扶困

近年来，河南省宁陵县农信联社以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牢固树立服
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不断强化农村金
融服务力度，真正把农村市场打造成支
撑农信事业发展的“根据地”，充分发挥
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为宁陵县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宁陵县石桥镇是宁陵县万亩梨园
种植地，而针对石桥镇酥梨产业特点，
该联社在“金燕福农贷”的基础上又推
出“梨享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向酥梨种
植、果品储藏设施项目建设、产品深加
工企业、销售收购等整体产业链上的系
列性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为了使广大梨农及相关小微企业
能够更好发展，该联社在石桥镇设立6
个普惠金融服务根据地，依托农民金
融自助服务点，在征信知识、假币识
别、涉农信贷、用卡安全等方面为广大
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同
时，宁陵县农信联社石桥信用社与石

桥酥梨种植大村孙迁村委结合，成立
村评定小组，在村中通过宣传车、拉横
幅、实地入户等多种宣传方式来讲解
农信社信贷产品。

2018年由村委牵头注册成立的石
桥镇孙迁村扶贫车间现已成立宁陵果
源贡食品有限公司，它主要经营的便是
酥梨加工，将酥梨深加工成酥梨膏。近
期，为使产品达到安全要求，需要引进
一批新型设备，但由于资金不足，无法
实现生产。宁陵县农信联社石桥信用
社“‘三农’业务中心”通过村委对接了
解到这一情况，主动上门营销，了解企
业难处，最后根据宁陵联社特色产品

“金燕梨享贷”，用最快的时间把 10万
元贷款发放到贷户解远明夫妻手中。
现在需要的设备已经购进，酥梨加工已
经开始，资金运用正常，企业运行正常。

解远明夫妻曾经是在京务工人员，
看到家乡发展机遇，毅然决定返乡创
业。现在宁陵果源贡有限公司就地取

材，引进新型设备，生产酥梨膏，梨制饮
料，既增加产品附加值，又增加了企业
收入；同时，解远明更是解决了石桥酥
梨滞销现象，让滞销酥梨有了更好的销
路，通过深加工增加了酥梨附加值。而
作为扶贫车间，在厂职工一百余人，成
功解决了一部分家庭的收入问题，对于
乡村振兴，脱贫工作，解决就业都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宁陵县农信联社自成立以来，始终
遵循支农支小支微的使命和定位，在推
进发展普惠金融的道路上不断砥砺前
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是金融助推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力量，助力
乡村振兴责无旁贷。2017年，该联社一
马当先，大胆创新，推出“梨享贷”。截
至10月末，该联社累计为石桥1.1万梨
农发放了322万元贷款，授信31村、400
余户、2000万元，有力的扶持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促进梨农生活质量向更高层
次迈进。 吕冰亚 郭明洁

宁陵县农信联社坚守服务“三农”定位

强化农村金融支持力度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县政
府联合兴业县农信联社推出“扶贫小额
信贷”“政府全额贴息”大力支持贫困户
发展生产、脱贫致富。三年来，该县各
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帮扶人、农信联
社信贷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认真开
展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为贫困户出谋划
策，使不少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
路。截至10月末，全县共9755户贫困

户申请并享受到扶贫小额信贷，累放扶
贫小额信贷4.11亿元。

潘翠娥是兴业县蒲塘镇南塘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摆脱困境，萌发了
通过养牛和种植桉树致富路子的想
法，但苦于一直没有资金，只好作罢。
在潘翠娥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党委
政府工作人员、帮扶责任人和农信社
工作人员多次来家，给她普及扶贫小

额信贷的政策。随后，为其申请了3万
元的扶贫小额信贷，解决了她的资金
困难。

经过近三年的产业发展，养牛获利
超8万元；桉树林估值超过4万元。今
年3月，潘翠娥和她丈夫又种植了4亩
的沃柑，产业发展红红火火。潘翠娥是
兴业县通过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生产走
上脱贫致富的贫困户缩影。 马勇生

兴业县农信联社与当地政府形成合力

信贷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致富

“多亏了你们这个‘拍房宝’，我终
于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近日，老
家在安徽省寿县的小伙赵龙（化名）别
提多高兴了，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
大目标：在合肥市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
子。而帮助他完成这个梦想的，正是长
丰农商银行新推出的“拍房宝”——拍
卖房按揭贷款担保业务。

长丰农商银行北城支行行长陶
莉介绍，“法院处置的拍卖房，通常都
要求一次性付完全款，这对于许多看
中了拍卖房、又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
房款的‘刚需’客户来说，是个很头疼

的问题。”此次长丰农商银行凭借与
安徽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此前签
订的合作协议，针对此类客户推出拍
卖房按揭贷款业务，正是顺应了这一
市场需求。

据悉，拍卖房按揭贷款担保（简称
“拍房保”）是指房产所有人或者依法取
得房产处分权的人委托拍卖机构拍卖、
变卖房产时，根据房产竞得人（借款人）
的申请，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银行向
申请人发放按揭贷款，可获得最长年限
30年，最高成数 7成的按揭贷款，用于
付清拍卖或变卖余款；同时竞得人将相

关手续办理权限公证委托至担保公司，
由担保公司据此完成产权过户、抵押登
记等手续。

长丰农商银行这一新业务的推出，
改变了传统购买拍卖资产一次性付款
的模式，使用贷款方式购买，降低竞买
人的门槛。同时，通过吸引更多人参加
竞拍，提高了拍品的成交率和成交额，
在司法执行层面产生了积极推动作
用。此外，银行与担保公司提前预审竞
买人贷款资料，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贷
款审批效率，同时节省多方人力物力的
消耗。刘 娜 葛如发 陶晨旭 许梦源

长丰农商银行推出“拍房宝”贷款担保业务

实现拍卖房也可贷款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