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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县农信联社营业部

获评“广西青年文明号”
日前，共青团广西自治区党委对

外公布2017-2018年度广西青年文明
号评选结果，藤县农信联社营业部获
评“广西青年文明号”。据悉，梧州市
三家单位入选，该社为全市唯一获此
殊荣的金融机构。

近年来，该联社营业部传承农信
社扎根“三农”，支小支微的服务优良
传统，以“真情、尽责、便捷、高效”为要
求，以规范化、标准化、特色化服务为
基础，以“专心、耐心、诚心、细心”为客
户服务，在当地金融系统打造“本土首
选银行”金字招牌，得到了社会的高度
赞誉。据了解，该联社曾先后获得“全
区百家网点称号”“十年改革发展百佳
网点”“广西五一巾帼文明岗”“广西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 卢海珍 马丽华

武穴农商银行

荣获“优秀企业金鹰奖”
日前，从湖北黄冈市企业家协会、

黄冈市企业联合会获悉，武穴农商银
行被授予第七届（2019）黄冈市优秀企
业金鹰奖。这是当地唯一获得此项殊
荣的银行机构。

近年来，武穴农商银行坚定支农
支小主阵地不动摇，推进转型发展，不
断加大信贷投入力度，积极服务“三
农”、服务小微企业，各项业务得到持
续稳健发展，在武穴金融同业中获得

“四个第一”：贷款份额第一，支农支小
规模第一，扶贫贷款额度第一，税收贡
献同业第一。截至 6 月末，该行各项
存款余额 121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68
亿元，连续 6 年被当地政府授予税收
贡献奖。 郭培道

慈利农商银行

支持中小企业获点赞
近日，在湖南省慈利县人大开展

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人大在行动系
列活动”中，湖南慈利农商银行董事长
龙芳受邀走进县人大讲堂，分享了慈
利农商银行做为地方金融企业奋斗的
故事。

“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
的明艳，却不知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
奋斗的泪泉。”在活动中，慈利县县委
书记邱初开引用演讲时的一段原话现
场为奋斗的慈利农商银行点赞，尤其
是对农商行加强政银企合作，做小微
企业的“好伙伴”，开发惠民便民利民
的好产品，成为了一家有温度的百姓
银行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号召全
县党员干部，不仅要学习龙芳董事长
肯担当、敢担当的大气，干则要干成的
霸气和韧劲，更要学习农商银行团队
的精气神。 代胜兰

磐石农商银行

申请支农再贷款两亿元
为了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难和贷款贵问题，吉林磐石农商
银行向当地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
款两亿元。

为适应农村形势发展变化，顺应
农村“三权分置”发展趋势，该行降低
贷款利率，低来低走，简化贷款手续，
方便快捷，缩短办理时限，提高支农质
效。支农再贷款如同一场“及时雨”，
不仅解决了这些家庭农场、农村经济
合作组织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
而且又降低了资金成本，有效地解决
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和贷款贵
问题。

在支农再贷款政策的撬动下，该
行年初以来累计发放涉农贷款两亿
元，现涉农贷款余额已达15亿元，占比
超过60%，充分发挥了再贷款在引导扩
大“三农”信贷投放中的杠杆作用，助
力“三农”新型产业发展。 宋君武

长治漳泽农商银行

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今年以来，山西长治漳泽农商银

行依托小微事业部改革，着力在打造
个性化、系统化、操作性强的普惠金融
服务体系。

该行在小微事业部下设支农小分
队，专项对接偏远山区农村人口金融
服务需求，积极开展整村授信业务，并
为其提供上门金融服务来解决城区金
融资源过度集中、普惠金融难以全覆
盖的问题。截至目前，该行已经为
148 户农户提供 1726 元贷款。同时，
他们还为稳定经营三年以上的“家庭
式”种养户开通绿色通道，为其简化办
贷手续，采取多种还款模式，有效满足
客户季节性资金需求，大幅降低了客
户的资金成本。

此外，该行还与市农业局合作，针
对450多户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
式的“精准扫”，让广大农户感受到农
商行从未离农的温暖。 付 强

日前，湖北钟祥农商银行开展了“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活动，向广大村民宣传反假币、防范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金融
知识。据悉，今年以来，钟祥农商银行以“村银互联互助”为抓手，通过“三送一增”等模式，为结对村广大村民送知识、送爱
心、送文化，增进相互感情，共促乡村振兴，得到辖内广大村民好评。图为该行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金融知识。 唐汝梁

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川
省平昌县农信联社结合三年合规文化
建设工作，于近日在当地举办了庆祝建
党98周年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暨“党
建促发展，合规创价值”知识竞赛活动。

平昌县农信联社借“七一”建党节
之机，举办“党建促发展，合规创价值”
知识竞赛活动，旨在隆重庆祝中国共
产党诞辰 98 周年，缅怀历史，坚定信
念，表彰先进，动员和组织全社干部员
工将党的建设和合规文化建设工作与
业务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加
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工
作热情，不断开创“合规银行、智慧银
行、主力军银行”建设新局面。

自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平昌县支
行在平昌县石阶乡（金宝）竹园村试建
全县第一个信用互助组以来，平昌县
农信联社几度更名，可谓历经千辛万
苦。经几代平昌农信人接力奋斗，近
70 年栉风沐雨，平昌农信联社已发展
为全县业务规模最大、服务网络最广、
从业人员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各类党建活
动，不断激发全体干部员工的工作潜
能，鼓励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真正唱响“在农信、爱农信、
干农信”的主旋律，切实开启平昌农信
事业的新篇章。

平昌县农信联社举办知识竞赛

促进党建与合规文化相融合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冯 川

近年来，河南临颍县农信联社按
照当地政府包干扶贫工作部署，加强
与9个乡镇对接，充分发挥农信社人力
优势、资金优势、地缘优势，扑下身子
真扶贫、扶真贫，取得了脱贫攻坚新成
效。截至6月末，该联社累计投放扶贫
贷款1.06亿元，惠及985户贫困户，带
动2864人。

为充分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
针对性，该联社对因疾病、家庭出现
变故致贫且具有劳动创业能力，有脱
贫意愿的贫困户，通过免抵押、免担
保、纯信用的“金燕扶贫小额贷”注入
资金动力，为贫困户“输血”，着力修复
贫困户“造血”功能，并按照 5 万元以
下，3年以内，基准利率，两免一贴息的

扶贫惠民要求，做到能贷尽贷，应贷尽
贷。截至6月末，该联社发放“金燕扶
贫小额贷”314 笔、金额 491.8 万元，带
动1139人脱贫。

此外，该联社还按照金融资源重
点向贫困地区倾斜要求，对贫困户、贫
困村采取优先扶持政策，致力打通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6月末，该
联社完成了 9 个乡镇 21 个贫困村的

“整村授信”工作，授信金额 500 多万
元。同时，在偏远乡镇和贫困村布设
农村金融自助服务点200个，设立普惠
金融服务站 21 个，布放自助设备 58
台，推广微信银行8000多户，发展电子
银行客户65301户，累计交易182.30万
笔，金额12.93亿元。 贾学长

临颍县农信联社发挥人缘地缘优势

将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

今年以来，河北固安农商银行以
设立“工作创新奖”为切入，不断创新
工作思路，加大创新投入，展现高质量
发展新作为。

为进一步营造创新环境，激励员
工创新工作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
等，固安农商银行制订《“工作创新奖”
实施方案》，旨在通过制度引导，鼓励
员工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难点问题
及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在发展模式、管
理制度、体制改革、经营方式、产品研
发等方面不断创新。

固安农商银行成立了由董事长任
组长，行长、监事长和副行长任副组长
的“工作创新奖”评审领导小组，主要
负责创新方案的审定评选和申报项目

的审查、评议，为农商银行创新发展提
供了组织保障。“工作创新奖”每年评
选一次，按所申报项目的创新程度、效
益程度、影响程度和推广程度进行综
合评定，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 3 名，并分别予以一定额度的奖
励。同时，该行还将“工作创新奖”纳
入年终考核体系。奖项的设置充分体
现了农商银行重视创新，引导创新的
工作思路，为员工争当创新的推动者
和实践者增添了动力。

据悉，近日，固安农商银行还召开
了“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中层干部会
议。会上该行董事长强调，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农商银行尊重员工的
创造精神，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固安农商银行设立“工作创新奖”

为员工改善经营管理增添动力
◎ 本报记者 王海潮 通讯员 付 青

近年来，山东高密农商银行坚持
回归本源，聚焦主业，充分发挥行业职
能，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一步
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一系列
举措全力服务乡村振兴。

“一共种了 90 亩葡萄。单纯葡萄
这一项，你按5块钱一斤，一亩地一万
五，纯收入就得90万左右。”松兴屯村
主任徐凤杰说：“今年这个行情，加上
今年葡萄也挺好，预计一亩地2万块钱
不成问题。”2013年4月，松兴屯村采用

“党支部+合作社+农商行+农户”的模
式，成立了丽珠源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上级扶持一块、银行贷款一块、个人
筹资一块，投资2200多万元建设大棚
鲜食葡萄900亩，第二年即实现葡萄挂
果上市。2017 年，该合作社实现收入
3577万元，在其成立之初，高密农商银
行为其授信2000万元，目前用信余额
1950万元。

此外，为满足村民金融需求，高密
农商银行在松兴屯设立一处金融服务
站，并配备一名农金员进行管理和服
务，为村民提供查询，转账，电子银行，
智 e 购，V 付聚合支付等业务办理，以
及存贷款业务咨询，反假币、防金融诈
骗宣传等服务。

高密农商银行创新信贷模式

优化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罗 安

基层快讯

贵州晴隆县心间茶业农业有限
公司位于大厂镇嘎木村，“种茶是个
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活儿。”在交谈中
该公司负责人这样说到。自成立以
来，晴隆农商银行累计向其发放贷款
780万元。

据悉，随着人们对绿色健康天然
饮品的需求日趋旺盛，市场对茶叶的
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茶叶市场前景十
分广阔。大厂镇高海拔、低纬度、多云
雾、寡日照、有机质、无公害，完全顺应
了优质茶叶的生长条件，2014年，心间
茶业农业有限公司便在此诞生。但承

包山地、购买茶苗、肥料、机器设备购
置、茶苗种植、茶园管理、厂房改造等
处处都需要花钱，资金不足成为该企
业发展的拦路虎。得知心间茶业农业
有限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后，晴隆农商
银行迅速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工作人
员进行了实地调查、评估、授信，首笔
15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很快批了下
来，及时为公司解了围。

为助力贫困户脱贫摘帽，心间茶
业农业有限公司积极发挥产业扶贫带
动效应，通过“银行+企业+贫困户”的
模式，依靠晴隆农商银行信贷资金不

断壮大企业发展，吸纳更多贫困户参
与到公司茶苗的种植、茶园日常管理、
茶业采摘等环节，让贫困户通过土地
租赁、劳务报酬等方式获得收入。

近年来，茶叶种植成为晴隆县脱贫
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晴隆农商银行通
过调整信贷投向、降低信贷利率等方式
大力支持晴隆县茶产业发展。据统计，
截至6月25日，晴隆农商银行累计向晴
隆县茶叶企业及茶农投放贷款4.11亿
元，支持茶叶企业17户，茶农2295户，
大大解决了茶叶企业及茶农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 杨晶晶 尚清华

晴隆农商银行持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助力企业发挥产业扶贫带动效应

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实体
经济、支持民企发展，福建晋江农商银行
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坚守“做农、做小、做
精”普惠金融初心，立足本土，着眼于

“细”，发力于“实”，全面启动金融服务网
格化工程，将金融服务触角有效延伸至
千村万户。截至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
余额358.34亿元，存款市场份额位居当
地22家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全省农
信系统县级行社首位；各项贷款余额
210.15亿元，信贷支持客户数超9万户。

为确保服务无死角、无盲点，该行
借鉴棋盘方格原理，将全市19个乡镇
街道、395个行政村（社区）划分成网格，
根据网点分布位置，划定网格责任区，
每个网格落实一名网格长（网点负责
人）和一名网格联络员（客户经理）。规
模较大的行政村（社区），由支行根据实
际情况，再细分若干个“小网格”。在责
任区域内，各责任人依托“本乡本土”优
势，对辖内的资源进行深度梳理，针对
镇街、村居、商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等制订不同的走访、营销计划和活

动方案，提供信息建档、产品营销、业务
受理、客户维护、金融知识普及等金融
服务，深耕细作开发各自“责任田”。

借助于科技手段和大数据原理，该
行创新推出“精准建档+农e贷+白名单
批量授信”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通线
下建档到线上服务的“一站式”服务渠
道，开启农村“网贷新时代”。该模式自
推出以来，以其“小、快、灵”的特点，取
得广泛良好的市场反响。目前，该行

“农e贷”授信户数3.61万户、授信金额
43.75亿元、用信余额33.60亿元，三项
指标持续位列全省农信系统首位。

该行启动“百名行长进企业”活动，
精准开展银企对接，“点对点”送政策、送
服务；积极参与市政府、农业局、各乡镇街
道、商会、行业协会组织的银企对接会，主
动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2018年以来
累计参与各级各部门、各组织发起的银
企对接会22场次、授信金额超100亿元，
全力帮助民企翻越“融资高山”；扎实信
用村镇创建，为辖内东山村、前蔡村、紫
星村等8个信用村整村授信共12亿元。

“金融服务网格化”带动网点、人员、
资金下沉，该行因势而谋、依势而动，对
柜面人员进行转型、分流，进一步优化人
力资源劳动组合，释放柜面人力充实客
户经理队伍，实施集约化管理，在总行成
立抵押登记中心、征信查询中心、集中诉
讼中心、对账中心，实行全行统一抵押登
记，统一征信查询、统一诉讼等集中作业
模式，有效减轻基层工作量，以此强化基
层网格化营销服务职能。

此外，该行与晋江市委乡村振兴办
联合推出“党建+金融助理”服务模式，
选派19位支行行长担任全市19个镇（街
道）金融助理、145位分理处主任及客户
经理担任全市395个行政村（社区）金融
助理，并建立金融助理驻村工作制。在
金融助理的协助下，该行与东石镇政府
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每年
为东石镇提供不少于4亿元、五年合计
提供不少于20亿元的资金支持村（社
区）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为晋江市渔业
协会、果蔬协会、紫菜协会、农技协会集
体授信16亿元。 黄鸿毅

晋江农商银行划分网点责任区

推进金融服务网格化

湖南桑植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湖南省23个金融产业扶贫试点
县之一。自2015年开展扶贫小额信贷
工作以来，桑植农商银行立足于实际，着
力农业产业扶贫，创新信贷模式，助推脱
贫攻坚。截至6月末，该行累计投放扶
贫小额信贷8703笔3.35亿元，累计收回
8596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实现零逾期。

该行围绕扶贫小额信贷到期逾期
率不超过1%的考核要求，明确专人做
好信息动态监测工作，全面厘清扶贫
小额信贷底数，建立分类台账，准确掌
握各支行每月到期贷款期限、风险程
度、清收成效以及逾期情况；全面贯彻
扶贫小额信贷“四个一”工作法，即一
月一报告、一月一督查、一月一调度，
一月一通报；每月上旬由班子成员带
队就扶贫小额信贷工作责任落实情
况、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交办问题整改
情况等进行全面督查，每月中下旬对
重点任务支行实行现场督办。

该行全力营造清收氛围，提升贫
困户还款意识，通过全县村村通广播
循环播放，人口密集区张贴政策标语、
悬挂宣传横幅，集中开展赶集日现场
宣讲，充分利该行系统短信、电话定期
提醒，进村入户一对一、面对面做思想
工作，动员贷款户亲朋好友口口相传，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一系列措施，全
方位、多途径开展金融诚信宣传，打造
有贷有还、再贷不难的诚信金融环境，
结合整村授信工作中的“信用乡镇”

“信用村居”建设，营造诚信氛围，从思
想上大大提升了贫困户主动还贷意
识，扶贫小额信贷提前清偿率明显提
升，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明显降低。该
行启动“摸排周”(每月1~5日)，由客户
经理对到期贷款户的偿还意愿、偿还
能力进行全面摸排，并约定还款方式
和时间；攻坚“清收期”(每月6~17日)，
由乡镇工作人员和该行客户经理开展
两周的集中清收；研判“风控日”(每月

18日)，按风险程度分类报告金融扶贫
指挥部，进行分类处置；打响“攻坚周”
(每月19~25日)，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挂帅对扶贫小额贷款月底即将到期
或已产生的逾期和不良贷款进行全面
攻坚；决战“清盘日”(每月 26~30 日)，
对仍未处置到位的逾期和不良贷款开
展贷款清盘决战，由包乡县领导亲自
坐阵督办，确保逾期和不良贷款实现
双清零。

该行根据系统数据对全年扶贫小
额信贷清收任务，该行按年、季、月分
解到各支行，实行每日监测、实时通
报。各支行提前一个月向当地乡镇党
委政府报告次月到期贷款名册和风险
评估情况，乡镇党委政府提前研究制
订清收方案，做好风控处置预案，做到
当月处置。各乡镇和支行每日对清收
处置数据上报反馈，系统每日更新，形
成互动，实行动态清盘，到期扶贫贷款
全部收回，实现零逾期。 高红玲

桑植农商银行加强动态监测营造清收态势

实现扶贫小额信贷零逾期

今年以来，山西侯马农商银行多
次组织召开“晋享 e付”业务推进会，强
化人员培训，不断改进服务，提升客户
体验，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行充分认识到“晋享 e付”不仅
是一项业务推广，更是一项基础性揽
储工作，通过推广营销使客户资金逐
步回笼、沉淀，夯实存款基础。为此，
侯马农商银行通过对商户优惠交易
手续费等方式，吸引各类商户使用

“晋享 e付”收单；组织经验交流，提升

员工营销技巧，在全行进行经验交流
推进；制定全员营销方案，宣传“晋享
e 付”使用优势，使其快速形成市场；
对客户进行走访调查，使其正确、正
常使用“晋享 e付”开展收单交易。同
时，该行不断加强后期服务，提升客
户体验。

通过诸多举措，该行上半年“晋享e
付”活跃商户达3045户，交易笔数260.86
万笔，交易金额达2.74亿元，“晋享e付”
收单业务发展持续向好。 李 庭

侯马农商银行制定全员营销方案

多举措推广“晋享e付”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