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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新蔡
县委副书记、县长申保
卫莅临新蔡农商银行
基层网点调研指导工
作，详细了解了基层党
组织主题教育进展情
况，并慰问了一线员
工。图为调研现场。

王 东 刘玉珂

社旗农商银行

走访调研“帮扶村”
连日来，河南社旗农商银行驻村

扶贫人员分别到朱集镇李安村等四个
帮扶点进行走访调研。通过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该行帮助贫困户解决实
际生活困难，加深了农商银行和群众
的感情，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体现了责任担当，树立了良好的社会
形象。 李玉超

汝州农商银行

解决贫困户资金难题
日前，河南汝州农商银行精准扶

贫“大走访”活动工作小组深入汝州市
米庙镇枣树庙村，对该村12户申请扶
贫贷款的贫困户进行实地调研。此次
大走访活动，该行共走访贫困户60余
户，解决贫困户诉求 40 余条，为辖内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解决资金
难题。 樊创佳

巩义农商银行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日前，河南巩义农商银行组织召

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宣讲报告会。此次会议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事例鲜明，说理透彻，对该
行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推动工作落实具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 李红娜

西华县农信联社

举办信贷业务培训
日前，河南省西华县农信联社举

办信贷业务学习培训。据悉，该联社
通过此种形式组织客户经理集中系统
学习信贷文件、梳理工作动态、明确工
作方向、把握具体要求，为信贷工作的
持续深入开展提供保障。 赵亚威

西峡农商银行

普及金融扶贫政策
连日来，河南西峡农商银行扶贫

帮扶工作队一行进村入户开展入户走
访慰问活动。通过在帮扶户家里唠家
常话、谈脱贫事，不仅带给贫困户最暖
心的抚慰和人文关怀，而且还传递了
金融扶贫政策的“好声音”，为金融扶
贫脱贫指明了方向。 赵泽轩 任 意

虞城县农信联社

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轮训
近期，河南虞城县农信联社召开

了全县农信社党员干部集中轮训班。
通过轮训，该联社巩固了全辖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进一步坚定了“四个意识”，提升了
党建工作水平。 张建明

中牟农商银行

开展“冬至送饺子”活动
近日，河南中牟农商银行23家支

行组织开展了“暖暖冬至日，情满农
商行”冬至送饺子活动。当日，该行
还与中牟县慈善总会“温暖冬至”走
进中牟县光荣院、乡镇敬老院，向光
荣退役军人、军属、孤寡老人们送去关
怀与祝福。 宋 超 郝世迪

杞县农商银行

发行“金燕信用卡”
日前，河南杞县农商银行举办了

“金燕信用卡”首发仪式。此次金燕信
用卡发行是杞县农商行践行“服务‘三
农’、改善民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举措，必将为广大城乡居民的美
好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宋 冉

漯河市郾城区农信联社

加大扶贫贷款投放力度
今年以来，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

农信联社充分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作
用，创新扶贫工作模式，加大扶贫贷款
投放，为贫困群众带来了脱贫希望，铺
就了一条致富道路。截至11月末，该
联社已累计投放扶贫贷款1.05亿元，
带动3098个贫困家庭走上脱贫之路，
惠及贫困人口达9648人。 王景雷

今年以来，河南襄城农商银行以普
惠金融部为基础，以“普惠金融小额贷
款中心”为抓手，多措并举，深化普惠金
融，“贷”动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截
至11月底，该行普惠金融部累计新增
发放小额贷款880笔，平均每笔31.8万
元，累计金额2.9亿元，为解决县域民营
经济“融资难”问题做出了贡献。

该行年初在全行择优遴选了14名
员工充实到普惠金融部，组建成全新
的小贷客户营销队伍，队员平均年龄
27岁，具备过硬的业务素养、优秀的个
人品质和用心的服务理念。该行普惠
金融部制订了与客户沟通的《八项原
则》，秉持“与企业交往不来往”“与客
户谈心不违心”等原则，严格按照业务
流程合法合规的办好每一个步骤。在
贷款营销中，该行坚持“上门找客”的

思路，充分利用各村委主题党日活动、
庙会集市、村民大会等“接地气”的活
动进行宣传造势，打好亲民牌，筛选优
质客户，树立良好口碑。

该行普惠金融部深耕县域民营经
济，坚持调整信贷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的原则，将信贷资金注入到经济活动
最活跃民营经济中。经过精心筹备，
精准选址，该行普惠金融部分别在襄
城县设立襄东、襄南、襄北、襄中四个

“普惠小额贷款中心”，打造“线上乡
下”信贷新模式，做活线上，做足乡
下。“线上”依托河南省联社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实现线
上申请，线上审查，线上审批，最大限
度的满足农村、农民、小微企业的信贷
资金需求。“线下”以四个“普惠小额贷
款中心”为依托，实现对全县18个乡镇

的贷款全覆盖，引领信贷新模式的推
广发展。

与此同时，该行普惠金融部结合
县域烟叶种植、粮食收购、红烧猪蹄加
工等地域特色，充分调研城乡居民个
人信贷资金需求，按照对农户简化手
续、对工薪族上门服务、对商户利率优
惠、对军人特殊照顾、对小微企业创新
担保方式的方向，个性化产品特色，专
门研发了“福农贷、福薪贷、福商贷、福
军贷、福微贷”五大信贷新产品。该行
普惠金额部还着力增强贷款营销的针
对性、方便性、快捷性，有效满足不同
客户的个性化、差异化、精准化信贷需
求，对小额贷款实行格式化、流程化操
作，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有效满足县
域民营经济信贷需求，为地方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 槐俊鹏

襄城农商银行设立“普惠金融小额贷款中心”

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

为进一步服务普惠金融、乡村振
兴战略，近日，河南辉县农商银行根据
当地政府《关于选派金融干部到基层
挂职锻炼的通知》工作部署，严格筛
选，共选派25名金融干部到基层进行
挂职锻炼，进一步拓宽了银政合作的
途径。

选派金融干部到基层挂职，是金
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有效形式，提
高了干部的金融意识和素质，有效弥
补了政府部门金融人才的短板，使金
融干部成为助推该市经济发展的一

支重要力量，在满足“三农”金融服务
需求、加强干部培养锻炼、促进强村
富民等多方面将会有极大帮助。同
时，也是为该行做好优秀青年干部
培养，推动该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
保障的重要举措，这次选派挂职金
融干部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
培养锻炼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和
平台。

自“整村授信”“普惠大走访”等活
动开展以来，该行通过逐村逐户入户
宣传，切实了解客户具体情况和实际

需求，有效提高了该行工作效率和水
平，切实解决了客户难题。同时，该行
将发挥金融干部的力量，进村入户宣
传各类金融知识、防诈骗等知识，做好
金融知识的传播者，使农民群众能够
了解掌握、合理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金
融服务；及时掌握了解广大农户的资
金需求，确保农户小额贷款的快速准
确投放。强化金融产品创新，构建金
融科技服务，充分利用农商银行地缘、
人缘、情缘优势，大力普惠金融，惠及
城乡。 陈茹洁 陈 洁

辉县农商银行选派金融干部到基层挂职

加强银政合作践行普惠金融

近年来，河南省温县农信联社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认真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探索“党建+”模
式，全力推动党建与扶贫工作的深度
融合，力助精准扶贫攻坚战。

为保证辖内“三农”发展和扶贫资
金的需求，该联社党委积极与县政府结
合，在政府主导，银政合作的整体框架
下，制定了“党政机关+支农再贷款+风
险缓释+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依托县政
府建立的金融三级服务体系，由有贷款
意愿、无不良记录的贫困户向所在乡镇
金融扶贫服务点进行申请，通过乡镇金
融服务站审查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县金
融扶贫服务中心审批后由金融机构进行
调查并发放贷款。同时，该联社于2016

年与焦作市人行、温县人民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由焦作市人民银行对该县
联社投入不低于10亿元的支农再贷款
资金，用于发放涉农贷款，重点支持当地
农业产业化发展及精准扶贫项目。

该联社全面落实产业扶贫政策，
结合县政府出台的《温县产业扶贫到
户增收项目管理办法》，在做好精准扶
贫的同时，该联社党委还积极增加产
业扶贫贷款，不断扩大扶贫贷款覆盖
面，鼓励企业客户担负社会责任，引导
企业共同做好精准扶贫，带动贫困户
脱贫。温县小麦加工龙头企业天香面
业有限公司和“四大怀药”种植加工龙
头企业河南鑫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该县联社350万元和2760万元的信贷

资金支持下，积极参与“农信社+企业+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不仅流转周
边土地3万余亩，帮助一批贫困户种植

“温麦”系列优质小麦和“四大怀药”，
而且还分别与徐堡中村和武德镇亢村
结成了精准扶贫对子，帮助188户贫困
户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路。

为完善金融帮扶体系，该联社及
时推出了“脱贫助力贷”和“金燕光伏
贷”两款专属产品，这两款专属产品涵
盖经地方扶贫部门确定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以及能带动贫困户就业发展的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
植养殖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
及适合购建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农户或
贫困户。 晁永利

温县农信联社探索“党建+”模式

完善服务体系助力金融扶贫

临近年末，为抓好增户扩面营销
工作，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河南灵宝农
商银行采取多箭齐发营销策略，发动
全员力量，有力地推动增户扩面营销
工作。

进入四季度以来，该行紧紧围绕
大的政府优势资源和全市重点项目资
源，明确由公司部对接和服务政府重
点项目建设，城区支行积极开展网格
化营销，全面对接服务城区的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目标客户群体；14
个支行围绕扩大授信面、增加客户数
量有效抢占农村市场，实现了高效的
三层精准营销态势。

该行积极对接政府棚户区改造、
百城提升工程、大交通项目等，扩大信

贷投放，保障重点项目单位的资金支
持；紧盯绕城高速、三块地项目、城投
公司等其他重点项目适时提供资金支
持。前11个月，该行棚改项目已投放
贷款3亿元，土地收储项目投放1.2亿
元，大交通项目、旧城改造及涧河治理
项目、函谷关老子文化养生园项目等
累计投放1.5亿元，华鑫铜箔等重点项
目企业投放4000万元。同时，该行全
力服务政府专项债券的申报工作，支
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行已签
订代发政府专项债券项目4.4亿元。

该行坚持“户贷户用”基本方向，
优先保证扶贫小额信贷资金供应。截
至11月末，该行累计向建档立卡贫困
户、产业带贫企业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2875笔、8172.09万元。该行以创新产
品拓展为抓手，加大“金燕e贷”、住房
按揭等惠民产品的营销。目前“金燕e
贷”产品已覆盖当地297个单位累计授
信 4352 户，启用户数达 3877 户，用信
金额 1.89 亿元；“住房按揭”贷款累计
发放 903 笔金额 2.55 亿元，当年新增
469笔1.42亿元。

该行还围绕该市乡村振兴战略和美
丽乡村建设，紧盯辖内重点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结合该市百
年果业振兴工程、“一村一品”等战略的
实施，持续加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截至11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达9600户55.57亿
元，当年新增投放18.2亿元。 齐胜利

灵宝农商银行开展精准营销

多箭齐发推动贷款增户扩面

今年以来，河南宝丰农商银行党
委班子通过深入乡村，走访调研，创造
性地成立了设立在各支行党支部基础
上的“党员先锋示范岗”，利用金融优
势带头服务乡村振兴。

该行遵循“金融活，经济活；经济
兴，金融兴”的业务创新发展思路，上
线金燕快贷网贷系统，积极大胆探索
服务乡村，振兴经济的新路子；紧紧围
绕河南省联社以党建促业务，从乡村
振兴入手开展“党建+金融”综合服务
模式，把整村授信和金融服务紧密结

合，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真正向农业产业链金融，农村消费贷
金融倾斜，把宝丰农商银行办成服务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银行，切实服
务经济社会大局，用业务发展的高质
量来检验党建工作的高质量。

据统计，自金燕快贷网贷系统上
线以来，该行已累计发放小额贷款
5613笔，金额共计4.36亿元；投放扶贫
贷款1.27亿元，其中小额扶贫贷款444
笔，金额 2220 万元，企业扶贫贷款 18
笔，金额1.05亿元。 孙晓培

宝丰农商银行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

大胆探索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

今年以来，河南新郑郑银村镇银
行为加强内部合规经营管理，促进各
项业务高效、规范、快速发展，在全辖
范围内积极开展“操作零差错、服务零
距离”活动。

为切实加强合规建设的组织领
导，该行成立了合规建设领导小组，有
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动员、宣传、教育
及落实工作，不断提高全员的合规意
识和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坚持定
期组织业务检查考核，对检查考核结
果进行通报，实行奖优罚劣，确保各项
业务操作“零差错”。同时，该行开展

“优质服务评选”活动，制定评选标准，

全员参与考核，考核内容包括业务知
识、综合技能、临柜服务、岗位练兵等，
实行月评、季评、年评的系列化评比，
评选结果作为年终奖惩依据。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该行营造了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激发了
员工爱岗敬业热情，增强了业务技能水
平，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为广大客户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该
行行长孙保安表示，提升服务质量永远
在路上，要求全体员工立足行业特点，主
动承担新时代赋予金融行业的使命，以
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全力以
赴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程一博

新郑郑银村镇银行实行奖优罚劣

规范业务操作提升服务质量

“渑池农商银行的服务真好，很少
见到这么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要
不是写不成字，一定要写篇感谢信。”
近日，在河南渑池农商银行的办公室
里，两位老人说道，在朴素的话语中，
感谢之情、称赞之意溢于言表。

原来，两位老人是老俩口，疾病缠
身，行动多有不便。前不久，他们来到
渑池农商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取钱业
务，由于当天客户较多，未及清点便匆
匆离去，不多时，便发现 1000 元变成
了 900 元，情急之下，再次来到营业
网点。此时，网点已经结账，但是在
了解到的情况后，网点工作人员马上

行动，仔细回忆，不厌其烦的查库、对
账、翻阅凭证，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最终在一帧帧监控画面中找到了原
因，原来是当时两位老人走得急，将其
中一张遗漏在取款槽中，被后面粗心
客户误拿。随后网点工作人员立即联
系，得知客户较远后，一方面安排工作
人员陪伴两位老人在网点耐心等待，
另一方面安排人骑车到客户家进行沟
通、解释，最后成功为老人找回了失去的
100元。为了感谢网点工作人员的辛
苦，两位老人更是不顾身体、不顾严
寒，来到了该行的办公室表达感谢，便
发生了之前的一幕。 董爱玉 代高乐

渑池农商银行尽职尽责真情服务

为老年客户挽回资金损失

今年以来，河南南召农商银行将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履行社会责
任、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契机，多形式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截至11月末，已投
放乡村振兴贷款3.6亿元。

该行把信贷产品创新作为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不同客
户的个性化需求，开发了“商户贷”“党
员先锋贷”“回乡创业贷”“牲畜抵押
贷”“林权贷”等以支持农村产业振兴
为核心的信贷产品体系。在此基础
上，大力推广“金燕e贷”等“互联网+”
信贷产品，10 万元以下贷款全部实现
线上申请、线上受理、线上发放。

该行积极对接县委关于打造“四大
特色农业、70个乡村振兴重点村、500个
乡村振兴领头雁”的发展战略，组织人
员对照重点客户名单进行定向走访。

根据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无合适担
保物、抵押物的实际情况，在与该县中
小企业担保中心进行合作的基础上，
该行积极强化与省农信担保公司、人
保财险、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相关行业
协会的合作，采取担保基金增信、保险
公司承保、行业协会担保等方式，多渠
道弥补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在抵押、担
保能力上的短板，形成了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王 帅

南召农商银行创新金融产品

发放乡村振兴贷款3.6亿元

为全面提升信贷从业人员业务水
平，河南省唐河县农信联社近日组织
开展信贷人员集中攻坚学习，扎实做
好信贷资产质量集中攻坚工作，为防
风险促合规、提升信贷资产质量打下
坚实基础。

唐河县联社及早下发信贷制度
学习通知，并拟定信贷学习制度及
学习时间表，合理安排学习进度，有
效掌握学习情况，以签到督促学习
频次，以笔记落实学习痕迹，以考试
检验学习效果，实施“促学改”的三
位一体学习方式，将法律法规类、脱
贫攻坚类、制度办法类、信贷产品类
等 在 内 的 八 大 类 文 件 学 通 弄 懂 做

实，将各项文件精神从政治上理解
把握，从思想上领会到位，从行动上
贯彻落实。

该联社成立从严治贷大讨论领导
小组，负责讨论工作的组织安排与实
施部署，围绕“从严治贷，从我做起”开
展主题论述，对学习文件内容、学习心
得体会、学习专题讨论等相关内容进
行分类论述、整体汇总，推选优秀作品
广泛展示学习。该联社围绕政策规定
落实情况、信贷业务情况、信贷问题查
处等重要内容深挖问题根源，建立问
题整改清单，提出整改措施，在规定时
间内对查摆问题检验效果，及时解决
或更正措施。 袁 芳

唐河县农信联社组织信贷人员集中学习

以知促行夯实风险防范基础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郊农信联
社组织党员干部成立金融服务小分
队，深入“三农”阵地，宣传普惠金融和
金融扶贫政策，将农信社品牌树立、信
贷政策、文化建设深度嵌入产品创新、
服务定位、风险防范等中心工作，形成

“党建 +核心业务”的“同心圆”。
今年以来，该联社党委不断强化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业务发展高质量
的理念，积极探索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新模式。该联社下
沉服务重心，助农固本，创新开展了“党
建 +普惠金融”“党建 +金融扶贫”“党
建 +百行进百企”等方面试点工作。此

次“党建+送技术指导”，进一步完善了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配套措施，开创了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新模式，实现了在
给企业“输血”的同时也帮企业提高“造
血”的功能，有效融合了信贷文化与信
贷质量同步向好，推动了金融服务与扶
贫产业共同发展，牢固了助力小微与小
微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

以党建为引领，平顶山市郊联社
不断激励全员提高政治素质，深入挖
掘党建引领带动农信社各顶工作的新
实践、新创造、新价值，将党建工作打
造成推动农信社改革进程和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动力”。 魏振营

平顶山市郊农信联社成立金融服务小分队

构筑“党建＋核心业务”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