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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全国各地农信机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改革发展凝聚了强大正能量。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本报推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特色党建专题报道，展示新时期农信机构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
坚定信仰、务实为民的精神风貌，激励党员干部在工作岗位中继续锐意进取、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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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推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助推金融精准扶贫，唱响“三大
银行”品牌，湖北安陆农商银行扎实
开展村银党建互联活动。截至目前，
19 个基层党支部已与 19 个结对村签
署村银党建互联互助结对协议，在村
委会（社区服务中心）设立“村银共建
活动室”并挂牌，在有条件的服务大
厅布设农商行转账电话，提供综合金
融服务。

该行要求结对支部定期到结对村
开展支部主题党日、讲党课等活动，广
泛开展党员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微心
愿”活动。据了解，安陆农商银行洑水

支行党支部为方棚村残疾青年送去电
动轮椅；李店支行党支部“六一”期间为
留守儿童送去书包、文具等用品。

安陆农商银行围绕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农业、美丽乡村等主题，积极
做好“三农”金融服务，重点支持赵棚镇
通往市区公路改造项目、团山村鑫民生
态等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安陆农商银行自觉履行“责任银
行”使命担当，积极向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放扶贫小额贴息贷款。截至目前，该
行已向 1568户建档立卡贫户发放小额
扶贫贷款，余额 1.05亿元，为村民致富
和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

持。同时，该行在精准扶贫驻点帮扶村
——雷公镇曹程村、九峰村累计捐款捐
物达 20 余万元，帮助改善村委会办公
条件，硬化通村公路，帮助重点贫困户
渡过生活难关。

安陆农商银行在互联结对村开设
农民金融讲堂，向群众宣传讲解反假
币、防范金融诈骗等金融知识，提升
群众防范各类金融诈骗能力。同时，
该行积极向群众宣传农商银行各项
金融产品和优惠政策，为结对村群众
提供更好、更优的金融服务，并向结对
村捐赠文体用品，丰富村民业余文化
生活。 徐华威

安陆农商银行开展村银党建互联互助

让农户享受优质金融服务

图为遂宁办事处党委书记（遂宁农商银行董事长）徐兴明（左二）在茶园调研。

今年年初，为深入落实金融扶贫责
任，山西寿阳农商银行党委同上湖支行
党支部在实地调研和多方考察的基础
上，与结对帮扶的上湖乡北河村党支部
敲定了发展玉露香梨产业的脱贫之
路。4月 16日，由该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荣景霞带领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职
工，将购置的玉露香梨树苗栽种在流转
的土地上，开启了“党支部对接+产业
扶贫”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在对接扶贫中，寿阳农商银行在北
河村先期流转了6户村民的25亩土地，
其中3户为贫困户，每亩流转费用为每
年 800 元，用于种植玉露香梨。同时，
该行还聘任村民担当园区的管理员，负
责浇水、施肥、除草、剪枝等管理工作，
管理员中80%以上的为贫困户，年龄普
遍在 55 岁以上；其余为技术管理员和
青壮劳力，指导贫困户进行田间的科学

管理，解决管理中的困难和问题。
3年之后，梨树苗开始挂果；5年后达

到丰产标准，保守估计，每亩地年收入可
达到1.58万元，刨除人工、农资、水电等费
用，净利润在1万元以上。而种植玉米，每
亩在1000公斤的高产田每年也只能获得
净利润1500元。丰产后的玉露香梨，净
利润便可达到种植玉米等普通作物的
6.67倍，不仅能实现脱贫，还可以带动村
民走上更高水平的富裕之路。此外，不仅
可以在第5个年头收回前4年未挂果的

“损失”，还可以根据土壤的肥力在未挂果
期内间作蔬菜等作物，增加一部分收入。
同时，出售玉露香梨的收入全部归北河村
集体所有，并全部用于扶贫帮扶。

近年来，寿阳农商银行积极践行
“党建领行”战略，紧紧围绕“抓党建、促
业务、提服务”目标，强化“三基建设”，
充分激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业
务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

为了深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和支
持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确立在上湖支行
打造“党建+精准扶贫”和“党建+整村授
信”的特色党支部。该行通过将党支部
的建设与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紧密结合，
实现党支部建设与扶贫工作一体化，带
动帮扶村北河村依靠玉露香梨产业达
到脱贫致富，打造特色扶贫党支部。同
时，该行以党员带头打开整村授信工作
新局面，建设试点样板，通过整体规划，
逐步建成全方位覆盖、多层次的产品体
系和服务体系，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打
造“整村授信”示范党支部。截至目前，
寿阳农商银行共投入扶贫资金 2.04亿
元；全县已进行授信公示4062户，收集
客户资料865户，完成授信流程279户，
完成用信160户。 冀玉琪 杨永明

寿阳农商银行打造“党支部对接+产业扶贫”模式

特色党建助结对帮扶村脱贫致富

淌过历史的长河，四川农信走过近
七十载春秋，在历经几度管理更迭、负
重前行后，如今，走上了规范高效的运
行轨道，迎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川中地区，四川农信的发展动能之一
——遂宁市农信系统，也悄然完成了从
籍籍无名到“遂宁样本”的蜕变。

2014年至 2019年 5月末，遂宁市
农信系统存贷规模从 308.5亿元增长
到了762亿元，实现规模翻番；在四川
省率先完成辖内行社（含城区农商银
行）的“农改商”工作。5年间，“惠农兴
村”“金融村官”“银社合作”“银税超

市”“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延伸”等工
作亮点纷呈，发展质量从良到优，发展
速度由慢到快，经营管理硕果累累。
如今，“四川农信，四川人民自己的银
行”的品牌形象在遂宁已愈发响亮。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个人——
徐兴明，四川省农信联社遂宁办事处
的掌舵人。

他用心用情书写无悔人生

1996年，时任农行剑阁县支行副
行级干部的徐兴明作了一个“任性”的
决定。在信用社与农行脱钩后，他放
弃继续留在农行发展，也放弃去农发
行工作，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剑阁县
农信联社。这是一个从“穿皮鞋”到

“穿草鞋”的过程。在外界看来，在农
行、农发行工作是干部、是“铁饭碗”，
在信用社工作则是合同工，透着一股
土气。面对工作环境、薪资收入和社
会地位的悬殊落差，徐兴明坚定地选
择了农信社。

作为完整经历过“农行代管”“人
行、银监管理”和“省联社管理”几度更
迭的农信人，每每想到当初的决定，他
依旧心怀激荡。1996年至今，徐兴明
到过三个市州工作，经历了六个联社
的发展，发起了6个机构的改革。

他有点“不信邪”

2006年10月，初到绵阳市涪城区农
信联社任职党委书记、理事长的徐兴明，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该联社年均存
款净增不到两亿元的情况下，他下达了
5亿元存款任务。作为四川第二大城
市，绵阳市金融机构林立，农村市场趋近
于饱和。当时的涪城区农信联社，存贷
规模仅31亿元，农村市场不足，城区站
不住脚，要想净增5亿元的存款，常人看
来简直难如登天。然而，徐兴明却偏偏

“不信邪”，在一片质疑声中大刀阔斧进
行改革。他用一周的时间，清退了117
个临工，清退率达100%。面对市场不
足，他提出打造核心竞争力，通过营造进
取向上的企业文化，培养员工的竞争意
识；通过机制体制改革，精简机关人员，
优化人力资源，完善法人治理；引进“小
微技术”，探索业内错位发展；试行产品
计价，打破考核“大锅饭”。

“只要有决心，总会有方法。只要
人肯干，总会出成绩。”改革政策一出，
便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其困难可想而
知。然而，在多年后再谈往事，他却依
旧云淡风轻。

任职 4年间，涪城区农信联社迎
来了发展的高潮，2007年，存款增长了
10亿元，完成自身下达硬性任务的两
倍；2008年，再次增长了20亿元，实现
净增再翻番；到2010年徐兴明离任涪
城时，涪城区农信联社的存贷规模已
从31亿元增长到100多亿元。

他十分“好面子”

“我这个人，就是‘好面子’，对努
力干工作、业绩拿得起来的，我就和颜
悦色。对不思进取、胡作非为的，我就
是不给他好脸色。”在各种大会上，徐
兴明不止一次地说过类似的话。

2013年12月，徐兴明来到了遂宁
这片土地，担任四川省联社遂宁办事
处党委书记，并于 2016年 5月兼任遂
宁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从此，
遂宁市农信系统开启了“城区农商银
行驱动引领，带动辐射全市农信机构
高质量发展”进程。

“内外兼修”“神形兼备”，徐兴明
将这八个字的精髓融会贯通在遂宁农
商银行改革转型的每一个历程。根据
行政区域重塑遂宁农商银行组织架
构，建立“六大战区”“六大兵种”“拥政
抱团”发展，并根据发展需求发起人事
改革，在全行范围内开展干部聘任、员
工双选，任人唯能唯贤。在搭建现代
化银行经营管理“躯干”的同时，徐兴
明不断丰满业务发展的“血肉”。在他
的带领下，遂宁农商银行全面助力乡
村振兴和民营经济发展，在服务“三
农”、中小微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贡
献力量，实现赶超跨越；深耕农村和城
区两大市场，做实做细客户基础，掀起
了强基础、优结构的持续热潮。

2014年，四川省联社遂宁办事处
开展“惠农兴村”工程、信用体系建设、

“两权”抵押创新、服务渠道延伸等工
作亮点突出，被四川省联社作为“蓬溪
经验”在全省推广。

2016年，四川省联社遂宁办事处
组织实施“农信+党政部门”“农信+乡
镇”等七大党建融合项目，通过支部互
助共建、深度融合，延伸金融服务的广
度与深度，得到了省市各级党政肯定
和社会各界认可。

2017年，四川省联社遂宁办事处
创新实施“金融村官”扶贫项目，向全
市323个贫困村、197个非贫困村选派
356名“金融村官”，创新遂宁“5+1”扶
贫新模式，扶贫成果被中央电视台1套

《晚间新闻》专题报道，扶贫模式被共
青团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评为“双提
升”优秀方案。

2018年，“蓬溪农商银行”挂牌开
业，遂宁市农信系统率先完成了含城区
农商银行的全部“农改商”工作，成为四
川省全面“农改商”的第一个市州。同
年，全省率先将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延
伸至银行窗口，实现客户办理抵押登记

“只进一道门”“最多跑一次”。

他说权利姓公不姓私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深刻明白
乱放贷款、以权谋私对一个行社的重
要伤害。为此，他提出了“小散强精特
优”六字经营理念，在额度上做小、在
投向上做散、在行业选择上做强、在技
术上做精、在创新上做特、在资产质量
上做优，为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他推行

“不盲目创新、不贸然激进、不站岗接
盘”信贷管控策略，先确保“好”字当
头，再谈快速发展；他坚持“十条禁令”

“十个不准”，用纪律的标尺警醒“悬崖
边上的人”；他培育合规文化，让合规
意识深植人心……

是什么让他满怀激荡、拼搏如斯、
不肯懈怠？“我是一个普通农信人，然
而，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定地告
诉记者。

近年来，贵州独山农商银行玉水支
行党支部坚持以党建统揽全局，将党建
工作优势转化为转型发展的优势，为自
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全面
提升业务拓展能力、综合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自独山农商银行全面落实“阳光信
贷”以来，第六党支部按照要求找准基
层党建与高效服务的结合点，倡导“阳
光、规范、高效、标杆”服务理念，对有贷
款意向的客户按“3+3+1”原则限时办
结，保障信贷服务无死角，为群众提供
全方位、立体化的高效便捷服务。

2018年，玉水支行已打造成为独山
农商银行首个“零不良”网点，党支部积极

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零不良”维
护当做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工作重
心。同时，他们灵活使用“黔农e贷”平台，
将收入稳定、资产足值、无不良记录的优
质客户转接至“黔农e贷”平台，把握办贷
质量与效率双提升，稳扎稳打巩固市场根
基。截至 7月 2日，玉水支行辖内贷款
2342笔，共1.62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零。

该行党员积极探索“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保
证“金融夜校”形式不变的基础上进行
升级改造，改变以往农商银行单向授课
唱“独角戏”的模式，积极邀请农户、个
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龙头企业、政府
部门等一起畅所欲言、交心谈心，既要

把“金融夜校”办成群众技能知识的“扫
盲场”，也要将“金融夜校”搭建成信息
经验交流的“线下论坛”。

玉水镇主要产业围绕精品果园、生态
茶园、烤烟种植、辣椒种植，并采用“企业+
合作社+农商银行+农户”的模式发展特
色产业。为此，该支行建立“党建+扶贫”
帮扶机制，拧好信贷扶持“总开关”，种好
党建工作“责任田”，树好产业扶贫“风向
标”。目前，该支行为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的农户发放贷款974笔，共5578.25万元，
投入后已建成柑橘种植800亩，茶叶种植
1475亩，烤烟种植超过500亩；2019年温
泉村大力发展辣椒种植业，目前辣椒种植
已达到1000余亩。 陈海峰 杨光权

独山农商银行玉水支行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6月 29日，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农信联社领导班子成员、各党支部书记及部分党员代表赴狼牙山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此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使该联社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经历了又一次的革命洗礼，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以
此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为新的起点，重整行装再出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勇担工作责任，为
该联社各项改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图为活动现场。 苏 梵 李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