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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银保监局局长陈育林
一行莅临北川县农信联社调研指导绵
阳市农信社改革发展工作，深入走访基
层营业网点，并召开座谈会。绵阳市委
常委、副市长杨学宁，绵阳银保监分局
局长周卫江，四川省农信联社绵阳办事
处党委书记、主任余江陪同调研。绵阳
办事处党委委员、副主任杨旭洪，绵阳
市辖内9家行社主要负责人及北川县农
信联社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余江详细汇报了绵阳市
农信社业务经营、高风险社化解及农商
银行改制等工作情况，北川县农信联社
党委书记窦荣富就数字普惠金融支持
北川贫困县摘帽进行了汇报。陈育林
听取报告后，逐一询问了江油、涪城、游
仙等5家农信联社在农商银行改制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需求，对绵阳市农信

社改革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取得的
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绵阳是四
川第二大城市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省
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农信社作
为地方金融机构，是支持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如火如荼开展之际，
省银保监局将绵阳市农信社作为调研
的第一站，高度重视绵阳金融稳健发展
和绵阳农信社改革发展持续深化。

对下一步改革发展工作，他提出具
体要求：要坚决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底
线，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要两手抓两手
硬。一方面，针对存量不良贷款要有
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攻坚克难的决
心，多措并举努力压降，并保证不良贷
款处置的真实性，确保资产质量取得
实质性提高。

近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农信联社“公交移动支付”改造项目已正式上线。据悉，“公交移动支付”改造项目是科左
后旗农信联社与中国银联内蒙古分公司、银联商务内蒙古分公司、科左后旗兴通公交公司共同合作开展的便民业务，乘客
无需排队、无需找零，只需打开云闪付APP，或使用Apple Pay、带有银联标识IC卡靠近公交智能刷卡设备感应区即可完成支
付。图为当地群众体验“公交移动支付”项目。 黄萌萌 宁 洋

湖南省农信联社系统

上半年存贷款稳中有进
◎ 本报记者 李宽军

通讯员 成依潇 胡圣涛
自今年以来，湖南省农信联社全系

统业务发展继续保持稳中有进、进中提
升态势。

据统计，湖南省农信系统主要业务
指标完成较好，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截至6月末，湖南省农信系统存
款 总 量 达 9823.94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680.26 亿元，存款增长完成年度计划的
75.65%；各项贷款余额达 5786.26 亿元，
比年初增加 435.67 亿元，贷款增长完成
年度计划的67.03%，存、贷款总量和增量
继续保持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

银保监会印发《办法》

加强银行股权托管管理
◎ 本报记者 党云帆

为落实《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
法》有关要求，加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
提升商业银行股权信息透明度，做好商
业银行股权穿透式监管工作，近日，银保
监会印发《商业银行股权托管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四章二十一条，分为总则、
商业银行股权的托管、监督管理和附则，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股权托管方
式。《办法》规定上市、在新三板挂牌的商
业银行股权托管应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进
行，非上市商业银行可以按照市场化原
则，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股权托管机
构。二是规定股权托管基本业务框架。
商业银行应向托管机构完整、及时、准确
地提供股东名册及有关股权信息资料。
托管机构应严格遵照双方签订的服务协
议，勤勉尽责地对股东名册进行管理，保
障商业银行股权活动安全、高效、合规进
行。三是强化监管部门职责。《办法》设
立专章明确监管部门职责，除了对违反

《办法》规定的商业银行进行处罚外，监
管部门还将建立股权托管机构黑名单，
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相关部
门或政府机构共享黑名单信息。

根据浙江省农信系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安排，日
前，浙江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王小龙以“不忘殷切嘱托坚守初心使
命、奋力推进浙江农信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通过视频形式为全系统党员干部
上了一堂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
富的专题党课。

会上，王小龙结合自己在主题教育
中的学习体会、到基层行社调查研究情
况及浙江农信工作实际，与大家深入交
流。他表示，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从党的
光辉历程中汲取初心和使命的力量，深
刻领会主题教育是为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长盛不衰扎根守魂。“姓农、姓小、姓
土”，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是浙江农信的初心和使
命。这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历史考验
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需要每一个浙江农
信人谨记心间。全系统要通过学习教
育，从党的历史发展规律，从重大历史
事件和重要历史节点中，去认识和感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内涵，做
到往心里走，真正入脑入心。浙江农信

67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功经
受住了市场竞争和历史包袱、银行业

“两链”风险、金融业脱实向虚乱象等
“三大考验”。任何初心和使命既是一
脉相承的，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对浙
江农信来说，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守方
向，牢记使命就是要创新发展。当前面
对外部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技
术革命的浪潮，面对系统内部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大学
习、思想大洗礼，进一步对标先进、补齐
短板，进一步开拓创新、转型升级。全
体农信人要通过实打实的行动，围绕实
现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融，建设
全国一流社区银行的愿景，积极推进零
售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主题教育往
实里走。

王小龙强调，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
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全系统农
信干部要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
党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
中来，不忘殷切嘱托，坚守初心使命，坚
定方向，开拓创新，奋力推进浙江农信
高质量发展。 潘 翔

浙江省农信联社理事长讲授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坚守初心使命推进高质量发展

近日，山西省农信联社党委副书
记、主任邢亮喜一行深入尧都农商银行
调研指导工作。

调研中，邢亮喜在讲解员的指引下
来到尧商文化大厅，在展现尧文化和尧
都农商银行不同时代奋斗征程的展墙
前驻足观看，听取讲解。从“峥嵘岁月”
到“百年宏基”，从“改制涅槃”到“行稳
致远”，邢亮喜详细了解了尧文化内涵
和尧都农商银行发展史。他表示，尧都
农商银行的辉煌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人
接力奋斗干出来的，要做好文化传承，
把尧商事业发扬光大。

随后，邢亮喜来到山西省农信智慧
银行旗舰店——尧都农商银行营业部
实地调研“智慧银行”运营模式。走进

营业大厅，他先后参观了咨询引导区、
互动等候区、贵金属展示区、网银体验
区，并观看了金融超市服务流程。他
对“金融超市”将无形的金融产品有形
展示的创举表示赞赏。在业务办理
区，他详细询问了智能现金机、智慧柜
员机、自助存取款机等自助机具的使
用情况和业务量。在贵宾区，他亲身
体验了自动授信过程。他说，尧都农
商银行现代化的机具、现代化的服务
不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一定会
改变客户对农商银行的印象。调研期
间，邢亮喜与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亲切
交谈，他表示，欢迎客户为农商银行发
展多提宝贵建议，督促农商银行员工提
升服务质量。 李兆祺

山西省农信联社主任赴尧都农商银行

了解“尧商文化”调研“智慧银行”
近日，新疆自治区农信社传来捷

报：截至6月末，新疆农信社各项贷款
余额达到3022.27亿元，首次突破3000
亿元，较年初增加175.39亿元，余额和
增量均居全区金融机构首位。

今年以来，新疆农信社紧紧围绕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
决打赢金融精准脱贫攻坚战，合力做
好存款大营销、信贷大走访、不良大清
收等工作部署，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深耕本地市场为基础”的经营理念，
建立健全“四位一体”服务体系，从坚
持支农服务定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创新多样化服务、推动供应链金融业

务发展，寻找差距、抓好落实，推动各
项业务高质量发展。

同时，新疆农信社敢于担当、聚焦
本源，坚定不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主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为小微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赋
能。通过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对接银
税合作平台、打造“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受理平台、开发上线现金管理系
统、探索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业务”
等，准确把握小微企业金融需求，为维
护客户切身利益、不断提高小微企业
信贷获得性，提供实实在在的保障。

在创新多样化服务产品方面，新
疆农信社以“互联网+金融”助推业务

发展，发挥系统、网络、产品优势，研发
打造线上信贷产品“农贷通”和“信 e
贷”，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做到“随用
随贷、秒借秒还”，减少客户尤其是偏
远地区农户业务跑路成本和利息成
本，真正做到惠民服务。

新疆农信社还依据《“四位一体”
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积极搭建点
面结合、纵横成网、高效灵活的营销网
络，充分发掘本地市场、深入挖掘客户
资源，通过核心企业、集团大客户、农
业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金融业务发
展，共与区域内8家集团客户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授信275亿元，为新疆经济
发展提供重要金融支持。 余 涛

新疆农信社贷款余额突破3000亿元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四川省银保监局局长调研绵阳农信改革发展

防范化解风险确保资产质量提高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冉 庆

图为座谈会现场。

河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信合
员工说，五十年代，农村信用社和供销
社、生产合作社同时出生，号称当时为
农民服务的“三驾马车”。而供销社、
生产合作社由于时代的发展，已成为
历史的浪花，而农村信用社由于“三
农”的需要，虽历经风雨，但像胡杨树
一样在农村的大地上毅然挺立。农村
的大事小情，买种子、化肥、办企业等
等都是靠农村信用社支持，毫不夸张
地说，农村的发展百分之九十都是农
村信用社扶持起来的。同时她又做了
大量的政策性工作，如金融扶贫、发放
各种补贴等。

这位信合员工说得一点没错。说农
村信用社是支农主力军，一点都不为
过。走在大街上，随处可看到农村信用
社提出的口号，如“服务‘三农’、合作共
赢”、“信用社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等。
她为广大农村所挤出的乳汁，哺育了“三
农”的成长发育。农村信用社发展到今
天，为“三农”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艰苦创业凝心聚力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声音如同
春雷般响彻中国大地，中国历史翻开

了崭新的一页。崭新的政治环境、积
极的政府态度、明确的发展战略……
这一切让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旧时代
的新生儿获得了新生，一曲波澜壮阔
的发展歌声就此唱响。

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指导下，从
1954年到1956年，全国信用合作社运动
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全国信用合作
社的数量超过了16万个，社员达到9500
多万人，包括6800多万农户，占全国农
户总数的60%左右。农村信用社在组织
农民借贷方面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对
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
合作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是1959年参加的工作，当时的
信用社只有会计和我两个人，我既是主
任又是信贷员，要负责全公社几千余户
的存贷款工作，工作之巨可想而知。工
作环境也是很艰苦，信用社就两间房，
一间办公一间住宿，窗户上贴得是大麻
纸，风一吹哗哗作响。夏天没有电扇，
冬天盖上几层被子才能睡觉。”上面提
到的老信贷员这样描绘当时的办公环
境。他又称，从任职那天起，他就抱定
了为信合事业贡献一生的想法。国家
把信用社定位为服务“三农”和县域经

济，他就时刻在想，怎样服务好“三农”，
又不能让信合事业受损失。

1979年 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
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其中，对农
信社的归属、机构设置等问题作出了
明确规定。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各
地在抓紧恢复农行的同时，也加强了
对农信社的领导。在坚持农行领导的
管理体制下，农信社的改革开始启
动。在这轮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
改革措施当属县级联社管理体制的建
立。县联社的建立，对于加强基层社
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恢复和加强农信
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
和经营上的灵活性都发挥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它的建立不仅增强了农信社
的内部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
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发展的一
个重要标志。

“那时候虽然苦点儿，但干劲十
足。我们吃住都在单位，布置完工作，
就挎上背包，走村串户，了解农户发展
情况，给农户提供发展信息。由于长
年累月走村串户，每家的人口、收入来
源、人品，甚至几头猪几只鸡都了解得
一清二楚。”上面的老信合员工说。

“行社”脱钩改革萌芽

“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像一个人的
发展，历经风吹雨打，在各个时期遭遇
了各种各样问题，先是由人民公社管
理，后来由人民银行托管，再后来由农
行抱养。她就像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始终像小蝌蚪一样在寻找自己的亲
人。”一位信用社负责人如是描绘农信
社的发展历程。

他还称：建国以来，信用社的管理
体制几经变革，但无论是在人民银行管
理时期，还是在农行代管时期，领导体
制问题始终都是制约农信社改革和发
展的关键问题。行社这两种不同所有
制性质的经济实体，却被强加上领导与
被领导的行政关系，给双方的经营都带
来了困难。客观地讲，在这种管理体制
下，要实现把农信社办成自主经营、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群众性合作金融组
织的改革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当时农业银行的主要贷款投向
方向多看重乡镇企业，所以也导致了“一逾两
呆”不良贷款的增加，成为坏账死账，形成了
遗留的历史性包袱，影响了农村信用社自身
的发展。”另位联社人员表示。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中，农村信用社历经坎坷、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最终长成为一棵服务“三农”的参天大树，为县域经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为此，本报开辟“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农信机构改革发展成就巡礼”栏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农村信用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营造共庆新中国华
诞的浓厚氛围。

农信机构根植本土砥砺前行

牢记初心使命奏响时代强音
◎本报记者 杨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