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福建省农信社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务实基层党
建基础，牢记“红色农信”初心与服务

“三农”宗旨，强化使命担当。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近日，福
建省农信社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探
寻红色记忆，践行红色精神，从红色基
因中汲取奋发前进的力量。

福鼎联社党委：缅怀革命先烈重走
“长征路”

6月20日，诏安县农信联社党委组
织中层以上人员前往被誉为“闽南井
冈山”的漳浦县石榴镇车本村开展红
色革命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内容包括组织召开红色革
命教育现场座谈会、参观“红军之家”、红
军烈士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重走“红军
路”等。通过参加红色革命教育，全体人
员表示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
色革命精神，发挥先锋作用，为建设“升
级版”福建农信作出新贡献。

永定联社党委：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活动

6月29日，龙岩市永定区农信联社

党委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各党支部支
委成员50余人，前往永定区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和长汀、连城红色教育基地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接受廉政警示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通过此次主题教育活动，党员干部
们表示，今后一定会时刻铭记党员身
份，进一步汲取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
大力发扬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以更加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做一名勇担时代责
任和历史使命的新时代合格党员。

晋江农商银行党委：赴谷文昌纪念
馆开展主题教育

“七一”前夕，晋江农商银行党委
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全体党员到福建
农信系统党建教育基地——谷文昌纪
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

活动当天，全体人员一同参观谷
文昌纪念馆，瞻仰谷文昌陵园，在该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史桐融的带领下，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通过此次参观
学习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要
立足岗位，弘扬谷文昌精神，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经营发展和

金融服务各项工作之中，更好地践行
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
富民，为建设“升级版”晋江农商银行
贡献力量。

长乐农商银行党委：赴中共福建省
委南阳旧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 1日，长乐农商银行 30多名党
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来到中共福建
省委南阳旧址，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
党誓词，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让全体党员
现场接受了一次红色教育，深刻认识
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
动的重大意义，大家纷纷表示，要牢牢
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忠诚实践者，做“两个维
护”的坚定执行者，做推动长乐农商银
行事业发展的担当实干者。

平和联社党委：开展“不忘初心颂党
恩诗歌朗诵会”

6月25日，平和县农信联社城关信
用社支部委员会走进社区，与小溪镇
皇家滨城小区党支部联合开展“不忘
初心颂党恩诗歌朗诵会”，共同庆祝党
的生日。

该联社党员志愿者、金融助理还

于现场发放 ETC、非法集资、扫黑除
恶、生源地助学贷款等宣传折页，讲解
金融知识，真正推动金融助理“进得了
门、聊得上话、送得出服务”的优秀农
信队伍建设。

霞浦联社党委：开展红色革命教育
活动

6 月 29 日，霞浦县农信联社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革命教育活
动。当天上午，该联社隆重召开了庆祝
建党98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会上，
该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刘华忠传达了
省联社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全省
农信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专题读书班相关学习内容，并带领全
体党员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部分章节进行重点
学习。大会还表彰了该联社2018年优
秀党务工作者及优秀党员。

会后，该联社三个支部党员分别
前往盐田乡西胜村红军独立团旧址、
柏洋乡柏洋村许旺烈士陵园、水门乡
小竹湾吴立夏故居等地参观学习。党
员们表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心
灵上的净化，精神上的洗礼，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定要以英雄为榜样，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霞浦县农信联社的发
展贡献力量。

福建省农信社坚持党建引领

不忘为农初心牢记服务使命
◎ 何忠军 王旺旺 陈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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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服
务模式，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慢、融资贵等问题，河北省保定市徐
水区农信联社经过深入研究、反复论
证，于 2016年 11月成立了新型“小贷中
心”，该中心用特色化的信贷产品和服
务机制，在不断满足各类客户差异化需
求的同时，收获了市场的一致认可和广
泛赞誉。

该联社理事长师玉超表示，建设新
型“小贷中心”是徐水区农信联社践行
普惠金融责任、落实河北省农信联社重
要部署的关键举措。截至近日，该联社
累计放款995笔，发放金额3.05亿元，贷
款余额 1.22 亿元，今年上半年放款 267
笔、金额约1亿元。

据该联社理事长师玉超介绍，徐
水区农信联社新型“小贷中心”采用事
业部制，引进德国 IPC 技术，实行独立
考核、独立审批，机制更加灵活。在人
员配置方面，选用高素质、有激情活力
的年轻队伍，平均年龄为 24 岁，并聘
请资深专业机构对其进行培训，用全
新思维和技术打造徐水区农信联社的

“靓丽名片”。该中心还打造了符合徐
水地方特色的信贷产品“徐福贷”，其
服务宗旨“惠泽徐水百姓，贷来幸福生

活”。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是
200 万元以下的保证抵押类贷款，手续
简便，方便快捷，快速审批，致力于为
徐水地区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

徐水区农信联社“小贷中心”设立
五个工作小组，对城区内各主要街道、
商区聚集地、人流量密集地区进行“扫
描式”市场推广，让“徐福贷”深入民
心。截至目前，该联社累计投放小微企
业“徐福贷”3.05亿元。

为完善徐水区农信联社新型“小贷
中心”规范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实现
精细化管理，“小贷中心”组长实施竞聘
机制。同时，该联社成立了以监事长为
组长，咨询公司顾问、“小贷中心”经理为
成员的考评小组，旨在打造一支具有凝
聚力、向心力、素质过硬的队伍，为徐水
区农信联社树立标杆，作出更大贡献。

“‘小贷中心’是徐水区农信联社改
制发展过程中的标杆，是引领未来业务
发展的风向标，也是干部成长的摇篮，年
轻员工们要发扬能吃苦、不怕累、勇于创
的拼搏精神，时刻把握最新发展趋势，站
在全局角度和高度，把‘小贷中心’建设
融入徐水区农信联社整体发展当中，步
调一致，携手前行。

图为该联社“小贷中心”业务培训会现场。

保定市徐水区农信联社加强团队建设

打造特色“小贷中心”服务品牌
◎ 本报记者 杨喜明 通讯员 苏 梵

几年前，江西南丰农商银行为太和镇樟坊村村民姜长根、胡京辉、陈小平发放了150万元信用贷款，他们联手创办了南丰三惠鹅
业养殖中心。而后，三人凭借从外省学到的养殖经验和科学管理方法，由初期购买的1200羽父母代朗德种鹅，发展到目前拥有2万羽
种鹅、20万羽商品鹅、30万羽鹅苗的养殖规模。据介绍，该中心鹅产品销往湖北、湖南、山东等地，预计今年产值可达1500万元。图
为该行客户经理赴养殖中心孵化车间了解资金使用和种蛋孵化情况。 王 寰

今年以来，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
分行坚决贯彻中央服务民营小微企业
的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总行“服务民营
小微企业提升工程”，提升站位，创新
模式，积极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取得了
良好成效。截至6月末，该行新营销小
微企业 88户，授信总额 3.3亿元；累计
实现投放 61户，投放贷款 2.1亿元；民
营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净增1.8亿元，
超额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为民营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近1800
万元，充分体现了政策性银行的责任
担当，有效缓解了民营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粮食信贷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支
持粮食类民营小微企业是农发行的职
责所在和业务专长。该行抓住江苏地
处粮食主产销区的优势，将服务民营小
微企业与支持粮食市场化经营有机结
合，加大对民营粮食加工和购销企业支
持。今年上半年，新支持粮食类民营小
微企业26户，投放贷款7810万元，占小

微企业贷款投放总量的38.3%。
同时，他们依托汇通达集团、海澜

集团等核心客户企业，探索供应链融资
业务，有效防控单个小微企业信贷风
险。该行通过汇通达集团提供担保，一
次性对该集团 7户下游分销商提供融
资服务。截至6月末，农发行江苏省分
行投放供应链融资贷款 4140万元，占
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总量的20.3%，有力
拓宽了支持民营小微企业的新渠道。

今年，该行与省农担公司达成合
作协议，准入了省信担、省再担等融资
性担保公司，在省行层面建立合作关
系。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二级分行加
入当地政府主导的小微企业风险共担
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截至6月末，该
行通过风险共担形式，支持民营小微
企业 17 户，投放贷款 3930 万元，占小
微企业贷款投放总量的19.3%，在增加
支持民营小微企业途径的基础上，还
有效地缓释了信贷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农发行江苏省分

行不断学习借鉴金融同业支持小微企
业的先进经验，开拓工作思路，并积极
寻求开展同业合作。他们在南通成功
试点，并通过海安农商银行出具融资
性保函的形式，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
展。6 月 24 日，该行向海安通扬河米
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300万元，填补了
全系统融资性保函业务空白。

此外，在服务优质产业和优质客
户方面，该行组织开展小微企业大调
查、大走访活动，主动对接省农业农村
厅、工商联、农担公司等部门和单位，
分两批下发了1024户小微企业推荐名
单，引导基层行优选客户。同时，指导
基层行依托各地优势主导产业，加大
对经营质态好、主业突出、能够提供有
效担保的优质客户的支持力度。截至
6月末，农发行江苏省分行支持的民营
小微企业已经扩展到优质农产品、特
色食品、花卉、茶叶、养殖等多个领域，
此举既有效地支持了民营企业发展，
又带动了农民增收和就业。 高伟成

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履行政策性银行职责

降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浙江省农信联社

以主题教育促转型发展
近日，浙江省农信联社党委开展“牢

记初心使命·推进转型发展”专题学习活
动。省联社领导及各部室主要负责人参
观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并召开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在纪念馆讲解员的引领下，省联社
领导一行仔细参观了衙前农民运动纪念
馆的各个展厅，聆听了农民运动的起源
之路介绍。随后，在萧山农商银行衙前
支行，省农信联社党委召开了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会。

省联社理事长王小龙表示，在当前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背景下，浙江农信系统要认认真真地思
考农信社的初心和使命，要更加明确坚
持“姓农、姓小、姓土”，服务“三农”、服务
小微、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心和
使命，以及面向新时代，必须坚持自我革
命、转型发展。

据悉，自浙江农信系统启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省农信联
社党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教育，在
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过程中找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精神坐标，进而激发了敢于担当、砥砺奋
进的精神力量。 潘 翔

为深入践行普惠金融，进一步丰富
便民金融服务渠道，让医疗服务更好的
满足人民需求，河南省农信社首家银医
通“刷脸支付”项目在信阳市明港农信
联社成功落地，从而实现了“智慧医疗”
的新突破。

银医通“刷脸支付”技术的实现得益
于人工智能“AI”的发展在人脸识别技术
领域的成熟应用，并通过打通微信、支付
宝等支付渠道，采用在银医通自助设备
上安装高清双目摄像头，就诊人员在付
款时，摄像头对人脸进行智能采集，提取

人脸面部特征，从而达到识别身份的目
的，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就诊人员看病不用携带现金、银行
卡、手机，只要“刷脸”(需开通微信支付
或支付宝支付），系统就能识别身份，10
秒钟轻松完成缴费，进而更好地满足广
大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

据悉，银医通“刷脸支付”功能，是河
南省农信社继自助设备“刷脸取款”、手机
银行“刷脸登录”、食堂就餐“刷脸吃饭”等
应用后新的尝试，是推进普惠金融的又一
重要举措，开启了“智慧医疗”新模式。

河南省农信社开通银医通“刷脸支付”业务

践行普惠金融助力“智慧医疗”
◎ 本报记者 李进富 通讯员 刘相生

7月 11日，陕西省农信联社组织召
开线上贷款试点推广培训会，会议采用
现场与远程视频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省
联社为主会场，旬阳、千阳、秦都、韩城、
城固、紫阳、延安、榆阳、定边、绥德10家
试点行社及所属审计中心为分会场。此
次会议旨在推进该省农合机构信贷服务
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全力推
广线上线下一体化信贷服务模式。

据了解，发展线上贷款业务是银行
业务产品、科技应用和服务模式创新的
重要举措，是2019年全省农合机构工作
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省联社党委高度
重视线上信贷服务体系建设，集合多条
线业务骨干，整合多渠道、多平台信息
技术，全力推动线上信贷服务体系建
设。经过 5个多月的奋战，形成了陕西
信合“秦 e贷”系列线上贷款产品，目前，
已具备试点上线条件。正式上线前，省
联社选取旬阳、千阳、秦都、韩城、城固、
紫阳、延安、榆阳、定边、绥德 10家行社

作为试点机构进行试运行。7月5日，线
上信贷服务体系已在安康旬阳先期上
线试点，7月中旬其他9家行社也将切换
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8月中旬
94家行社将全部上线运行。

会上，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吴刚作动
员讲话，他强调，要求各行社要统一思
想，高度重视线上贷款试点推广工作，深
刻领会开展线上贷款业务的重要意义，
客观分析自身发展面临的困难；要认真
学习，充分认识推动线上信贷服务体系
对业务发展提供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各
行社要精心筹划，全力做好线上贷款业
务试点和“秦e贷”营销宣传工作。

通过此次线上贷款试点推广培训
会，将进一步引导全省农合机构深刻认
识推动线上信贷服务体系建设对陕西
信合实现追赶超越目标的重大意义，为
推进全省农合机构信贷服务体系建设，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全力推广线上线
下一体化信贷服务模式打开良好局面。

陕西省农信联社召开培训会

推广线上线下一体化信贷模式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任占伟

农业农村部购买公共服务

开展金融支农创新试点
◎ 本报记者 吴叶琪

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金融
资金投入农业农村，今年农业农村部将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金融支农创新
试点，通过在局部地区开展先导性、创新
性试验，总结可复制、易推广、贴近农民需
求的金融支农模式，为研究出台具有区域
性、全国性的重大支农政策建立储备，促
进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为此，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近
日发布了关于2019年度金融支农创新试
点政府购买服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通知称，2019 年金融支农创新试点
服务事项购买的农业农村公共金融服
务，要立足破解农业农村金融瓶颈制约、
打通金融资金投入农业农村的渠道、形
成金融重点倾斜的多元投入格局，创新
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模式。购买内容包
含：开展农业农村金融保险创新，充实农
村金融、农业保险政策储备；发挥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推动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难、贷款贵、风险高问题；紧密依
托互联网手段，探索相关涉农信息数据
共享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