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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川什邡农商银行挂牌开业以
来，他们始终坚持以服务“三农”、小微
和地方经济发展为宗旨，大力支持乡
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同时也实现
了自身的不断壮大。截至年 6 月末，
该行各项存款余额92.13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49.72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32.47 亿元；单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19亿元，增速高
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8.99个百分点。

统筹产业融合 助推经济发展

“企业与银行，是鱼水一家亲的关
系；民营经济需要金融部门的更多关心
和帮助。我公司衷心感谢什邡农商银
行的长期合作和大力支持，也希望这种
友好诚信合作能一如既往、地久天长。”
道泉老坛酸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厚成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什邡农商银行
贴心周到的金融服务，总是赞不绝口。

四川道泉老坛酸菜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蔬菜深加工企业，先后被国务院扶
贫办确定为“全国扶贫就业基地”、被中
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确定为“全国食品
科普教育基地”、被授予“四川省农业产
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扶
贫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带动脱贫攻坚
明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称号。

该公司2017年投资1.48亿元，建设
“7万吨/年蔬菜深加工”项目，被列为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什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区配套项目；该项目竣工投产后，预计年
销售收入可达3.8亿元以上，年创利税
3500万元以上。此项目的实施，在该公
司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
新建项目投资大，导致蔬菜收购资金紧
张。什邡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多次登门与公司沟通，于2018年3月向
该公司发放项目建设资金贷款2000万
元，使工程建设与收购农户蔬菜工作都
得以顺利推进。目前，该项目一期工程
已竣工通过验收，将于2019年10月投入
试生产。从2017年开始，为缓解生产经

营的资金成本压力，什邡农商银行坚持
长期以低利率提供支农贷款资金，切实
体现了什邡农商银行对现代农业产业
园、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建设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该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大力支持什邡市四季东城

“农业+旅游”产业融合，累计向什邡市
四季东城种植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
1810万元，支持专合社形成了有机水果
种植、农业观光、亲子休闲、餐饮、农产
品加工为一体的现代农旅产业模式；大
力支持马祖康养小镇、冰川森林康养等

“农业+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向马祖镇
马祖村农户授信1114万元；向冰川农家
乐、民宿客户授信160万元，发放贷款
128万元。通过“蜀信e·惠生活”平台大
力支持什邡市“农业+电商”产业融合发
展，将什邡市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发展
为平台商户，为但氏豆腐、马井挂面、麻
仔花生糖、红白茶、马祖金丝禅菊、湔氐
猕猴桃、蓥华老腊肉等什邡市特色农产
品建立电商销售平台。

深化“双基共建”引领乡村振兴

该行以党建为纽带，加强与各地党
委政府、企业、村镇、社区的联系，通过
支部共建实现组织共建、党员共管、活
动共办、资源共享，促进支部共建与乡
村振兴战略共同发展，把党建的“软实
力”转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动力。
截至6月末，什邡农商银行已在辖区14
个乡镇、2个街道、1个经开区启动了双
基共建活动。选派金融联络员133名，
金融副书记（镇长/村主任助理）141人
次，覆盖什邡市所有乡镇、行政村。同
时，该行按季召开金融联络员会议，开
展金融相关培训，提升金融专业水平；
组织建立“党建+金融”便民金融服务工
作室89个，开展“农民金融夜校”172期，
与村“两委”联合对农户评级授信51409
户、金额18.62亿元。

该行还通过对辖内各行政村进行

逐户评级授信并在村委会公示结果，
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信用良好，
符合授信条件的农户发放授信证，凭
授信证申请贷款即可享受双基利率优
惠。截至 6 月末，该行已对 7.85 万户
农户进行评级，对5.14万户农户进行
授信，发放授信证29462个。

做好金融扶贫 争当地方主力军

该行通过提高授信额度和降低贷
款利率的方式动员借款户通过吸收入
股、解决就业、农副产品收购等多种方
式带动贫困户增收。同时，该行大力
投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生产，截至6月末，已累计
为57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
贷 1952.93 万元，余额 1696.49 万元。
马井镇光荣村村民刘期延，全家 3 口
人，土地不到三亩，因患食道癌导致极
度贫困。2018年，在什邡农商银行及
村委会的引导帮助下，加入专业合作
社种植蔬菜，目前的收入已经脱离了
贫困标准，等待着摘掉贫困的帽子。

创新支农方式 提升服务能力

针对农户、专合社、农业企业，该
行出台了《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管
理暂行办法》通过土地流转收益保
证、应收账款质押和林权抵押、兴农
贷等贷款产品，扩大农村担保物范
围，引入省农担公司担保提高涉农贷
款可获得性。

2013 年，什邡市马井镇的 109 个
农户组织成立了什邡市禹香种植专业
合作社，流转土地近 700 亩建设无公
害蔬菜种植基地，依托道泉公司，采取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订单”的五位一体模式，形成了种
植规模化、收购集中化、加工精细化为
一体的格局。什邡农商银行每年提供
100 万元的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
有效保障了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的正
常运转。2019 年 1 月，在禹香合作社

为公司收购泡菜主要原料——芥菜
（青菜）的过程中，因资金准备不足收
购工作出现困难。什邡农商银行得悉
情况后，通过积极协调，向合作社发放
支农贷款 300 万元，及时解决了收购
资金缺口这一燃眉之急，使此次收购
工作最终圆满完成，确保了公司2019
年度生产有了充足的原料。据了解，
目前有7个蔬菜专业合作社、1万多农
户约四万农民积极参与种植蔬菜，共
计2.4万亩。道泉公司采取不低于市
场保底价收购全部蔬菜的方式，保障
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实现亩均增收
2000元以上。今年，该地最后12户贫

困户已经全部脱贫，走上日益富裕的
幸福大道。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重点”，为
更好地发挥该行在助力地方特色产业
发展中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作用，
在辖区探索与地方产业深度结合的

“特色支行”建设，以乡镇特色产业支
行为载体，助推乡村产业兴旺。

2019年上半年，什邡农商银行以湔
氐支行为试点，打造“木耳银行”，创新

“银行+企业+协会+农户”新模式，助推
湔氐镇黄背木耳特色产业更好的发
展。据了解，昊阳农业木耳产量和销量
较去年同期增加2200余万元，扩招务工

人员，解决了当地168人就业问题；以高
于市场价1~2元/斤的价格定向收购和
预购湔氐镇耳农黄背木耳，已达120余
万斤干木耳；带动干木耳市场均价较去
年上涨1~1.11元/斤，预计全镇较去年
多增收4000余万元。同时，湔氐镇个人
储蓄存款净增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900
余万元，预计2019年湔氐镇优质干木耳
将达2.8万吨，产量达到全国的64%，较
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销售收入达7亿
元，湔氐镇老百姓的收入实现了进一步
的提高。他们生满老茧的双手，终于捧
上了沉甸甸的收获；他们布满皱纹的笑
脸，终于洋溢出丰收的喜悦。

什邡农商银行聚焦特色产业提升服务能力

创新金融助农模式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祝誉倩

武乡农商银行

强化金融精准扶贫力度
今年以来，山西武乡农商银行大

力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加大对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发展、
农户自主创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
度。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发放个人扶
贫贷款1894笔，共计1亿元，发放单位
扶贫贷款16笔，共计2.5亿元。

为有效破解贫困户贷款难的问
题，该行精准对接贫困户的信贷需求，
创新产品，专门研发推出“脱贫贷”“富
民贷”“林权贷”“光伏贷”等10余种信
贷产品，确保贫困户的信贷需求有相
对应的信贷产品。

该行还优化配套服务，在县域各
贫困村持续加大助农取款金融机具
布放；除了为客户提供便捷取款等基
础金融服务外，还通过金融服务站向
贫困户普及金融知识，进行扶贫信贷
政策宣传，打通了金融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 李 静

按照陕西省农信联社的安排部
署，太白农商银行网格化精准营销固
化培训，历时5天圆满完成了培训的各
项安排，活动进展顺利，达到了预期目
的，并与近日召开了培训总结大会。

总结会上，该行通过视频方式分享
了此次培训及外拓“实战”的全过程。
四个战队队长对各自外拓情况进行了
汇报总结，回顾了课堂培训及外出营销
拓展业务的点滴，交流心得、分享经
验。大家纷纷表示，将决心按照总行安
排，积极开展外拓营销活动，全力促进
总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同时，培训老
师对此次培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全员
在深耕市场、发掘潜力、拓展业务过程
中表现出的大局意识、团队精神及开拓

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对下一步巩固和深
化培训成果、服务跟进及客户维护等方
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该行副
行长张静波点评了四个战队的外拓营
销情况，指出了不足之处，并要求各网
点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将培训老师的
营销新理念新观点在日常工作加以固
化，为精耕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本次固化培训，该行培养了
全辖员工主动作为、积极营销的意识，
全面提升了全员拓展市场、营销业务
的技能，全行上下将乘这次培训的东
风，以踏实的作风，实干的精神，攻坚
克难，使网格化精准营销在我行落地
生根，为全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白农商银行分享外拓“实战”经验

巩固网格化精准营销培训成果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白 宣

为全面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充分
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广西龙州
农商银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创
新，通过开展金融调查、优化金融服
务、开办金融夜校，做好普惠金融，用
实际行动践行服务“三农”宗旨。

通过“金融服务满意度调查”，龙
州农商银行分析出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和制约发展的原因，并从实际出发，内
强员工素质，外抓服务环境，通过优化
服务打造老百姓身边有温度的银行；
提升员工业务水平，根据工作岗位、职
责不同，有针对性的组织内勤和外勤

进行专业知识学习，规范操作流程，交
流工作经验，总结高效的工作方法，全
面提升业务水平。

针对当地多数百姓白天打工，
夜晚空闲的实际情况，龙州农商银行
深入帮扶村开办“金融夜校”，开展
以金融常识大普及和扶贫小额信贷
最新政策的宣传活动。同时，该行还
通过有奖互动的方式开展金融宣讲，
发放宣传折页和宣传材料，强化老百
姓在日常生活中对假币、反洗钱、反非
法集资的认识，帮助老百姓保护好个
人财产。 黄素丹

龙州农商银行内强素质外优环境

多措并举践行服务“三农”宗旨

“张行长，又麻烦你这么大老远的
来看我这个孤寡老人，有你们农商银
行人的关心，我真的觉得很温暖，将我
的救助金存在你们农商银行，我也觉
得安心、放心！”日前，家住湖南麻阳县
和平溪乡大溪村的高忠操老人紧握着
麻阳农商银行高村支行行长张玲的手
说道。

高忠操老人是大溪村的特困户，
双目失明腿脚不便，没有任何生活来
源，生活十分艰苦。高村支行张行长
是高忠操老人的“老熟人”，老人行动
不便，张行长就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来

看望老人，给老人送一些水果和生活
用品，帮助老人整理个人物品，在此之
前，张行长还通过“残联”和一些社会
救助部门为老人募捐善款，用实际行
动践行农商银行最贴心的“名片”。

随着“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
在麻阳农商银行深入开展实施，像张
行长这样温暖、贴心的农商银行时代

“名片”，正像一面面旗帜，飘扬在乡村
的每个角落，这是农商银行人挎包精
神的真切传承和体现，为实现“建设有
温度的百姓银行”这一发展愿景涂抹
上了最活力的色彩。 滕秋菲

麻阳农商银行传承挎包精神

为特困户提供暖心服务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州农信社主动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以深度贫困县和极贫乡镇为重点区域，以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重点对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资金向重点区域、重点对象倾斜，大力支持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创业就业，有效解决
贫困群众“贷款难”问题。截至7月末，黔东南州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为581.2亿元，涉农贷款560.3亿元，累计发放“特惠贷”
89.44亿元，余额52.06亿元，惠及14893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图为黔东南农信社支持小微企业种植食用菌。 吴兴芝

今年以来，山东寿光农商银行率
先在潍坊市开展了以“文明信用创评”
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
振兴·文明信用”工程，将“整村授信”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以实际行
动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实现零售贷款稳步增长。截至7月末，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201.9亿元，较年初
增长 17.7 亿元。其中零售贷款余额
101.72亿元，较年初增长20.02亿元，增
幅 24.49%，增长额在全省县域农商银
行排名第一。零售贷款户数 4.09 万
户，较年初增长6979户，户数增长量在
全省农商银行系统排名第二。

该行加大村级金融服务站建设力
度，打造“以物理网点为核心、以金融服
务站为补充、以各类电子机具为延伸”
的全覆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市文明办

与寿光农商银行在寿光市崔岭西村设
立了全国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金融服
务站”，将金融服务真正覆盖到了“最后
一公里”。同时，该行全面做好“网格
化”营销和实施普惠金融全覆盖，按照

“定格、定员、定责”的工作要求，全面推
行支行行长驻行、客户经理“包村驻点”
制度，形成“行总部、支行、客户经理、农
金员”四级网格管理服务体系，确保金
融服务“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为
业务发展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并将“整
村授信”建设的流程和标准形成重实效
的规范模板，实现整村授信建设的简单
化、标准化、流程化操作。

按照“零售贷款批发做”的思路，该
行借助“链式”“圈式”营销手段，积极营
销链条上的上下游客户，实现对零售客
户的批发式营销；深入与省农担公司、
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加强新增涉农贷
款合作，而且加强对存量涉农贷款转化

力度，尤其对盐田、渔船等风险较大的
贷款转化为省农担担保模式，降低信贷
风险；充分运用文明信用评定结果，立
足乡村文明和家庭信用，加大党员先锋
贷、巾帼居家创业贷、拥军贷等特色贷
款营销力度，为文明信用户提供“一次
授信、循环使用”的灵活高效信贷服务。

为进一步深化银企合作、支持民企
发展，该行扎实推进“蓝海”领域金融营
销全覆盖，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助企、
拓蓝、为民”银企交流合作活动，紧扣小
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组织客户经理走访民营企业61家，并
与天成食品等 18 家单位签订合作协
议。同时，该行积极开展“为企为民，送
金融知识进企业”活动，开办了38场行
长大讲堂，以普及金融知识为总抓手，
通过讲解信贷政策、理财产品等，增强
客户的黏性，为助民企、强合作、促共赢
奠定基础。 潘永生 武翔宇

寿光农商银行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金融服务站”

加大特色产品营销力度

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到什邡市禹香种植专业合作社回访调研。

普安农商银行

走访慰问离退休党员
为充分调动离退休党员参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积极
性，切实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和员工走
访慰问工作，近日，贵州普安农商银行
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党委班子、工会主席、离
退休党员、支部书记参加了活动。

该行党委书记陈顺武在慰问时
说，老党员离岗不离党，继续发扬党的
好作风、好传统，这值得大家学习。希
望年轻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继承
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弘
扬党的奉献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把

“三农”工作办实办好，以实际行动彰
显共产党员的应有本色。

慰问中，陈顺武向离退休党员发
放了慰问金，并与他们一一握手。随
后，工会主席蒋水英带领离退休党员
参观了营业大厅。 王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