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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新密农商银行以国
家政策为根本遵循，以“大党建”为统
领，以践行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为
主体，丰富内涵、拓宽外延，构建了站
位有高度、发展有速度、调整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文化有深度的五位一体
格局，全面打响了转型突围之战。

站位有高度

2017 年 3 月，新密农商银行党委
班子在深入浙江、山东、安徽等地学习
考察之后，提前洞察到了专注主业、支
农支小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了“做大”
的潜在风险，“做小”的广阔空间；在全
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该行主动
迎接国家意志，党委班子率先转观念，
深入支行宣讲国家政策，坚定了全行

“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增强了
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的紧迫性。及时
调整航向，回归“姓农、姓小、姓土”的
定位，做小做散，严格执行脱虚向实、
去杠杆等政策要求，充分发挥船小好
掉头的优势，迅速调整到国家要求的
轨道上来。

发展有速度

十八大以来，在“三去一降一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
新密以煤炭、耐材为主的资源型城市
向旅游时尚城市转变。跟着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新密次中心的建设步伐，新
密农商银行的改革持续提速，基础逐
步夯实，做到了“质量、规模、效益、风
控”四者的协调并进。近十年来，新密
农商银行存款由51亿元增加到163亿

元，市场占比由 23%上升到 34%；贷款
余额由37亿元增加到96亿元，市场占
比由 39%上升到 43%；营业收入由 2.9
亿元上升到 10.3 亿元，经营利润由
7400 万元增加到 4.6 亿元，净利润由
6500 万元增加到 3.1 亿元；拨备覆盖
率由 16.67%上升到 266.75%，成本收
入比由 48 %下降到 25%，监管评级由

“5A”上升到“2C”。

调整有力度

近年来，新密农商银行开启了包
括业务结构、客户结构、人员结构、薪
酬考核等的系列调整。一是业务结
构调整。考虑到作为与农民门当户
对的银行，大户拉不来、养不起、留不
住，该行启动“三个授信”，实现对新
密所有行政村、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走
访全覆盖，开启增户扩面工作。锁定
大额客户，取消公司业务部，成立普
惠金融部，下沉服务重心。截至 7 月
末，该行小贷投放达到 3.5万笔，32亿
元，占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较改制
之初增加了 3.2 万笔，金额 30 亿元，
小贷户均由原来的 15万元下降到 10
万元；今年净增贷款 9.1 亿元，其中
500万元以下贷款投放 7.4亿元，占比
81%。整体贷款户均由 2017 年年初
的 240 万元降到现在的 40 万元。二
是客户结构调整。在存款客户方面，
由注重财政性存款转为财政大户、个
人储蓄客户并重，抓牢优质财政存款
资源的同时，逐步摆脱对大额存款资
源的依赖，提升个人储蓄存款占比，
全面兼顾各类客户，增强存款稳定
性。三是人员结构调整。逐步合并
重复低效网点，解放人力，压缩机关

部室人员、内柜人员数量，扩充与客
户距离最近的客户经理数量，落实全
员营销全面营销，夯实外拓营销人员
基础，客户经理队伍占比由原来的
15 % 上 升 到 30% 。 四 是 考 核 的 调
整。严格各个序列的末位淘汰机制，
工资薪金向一线岗位倾斜，向风险
高、付出多的客户经理岗位倾斜，同
时在服务农村市场中看业绩、选干
部，激发全员服务好“三农”、小微的
积极性。

服务有温度

作为本土的银行，新密农商银行
设立了 103 家普惠金融服务站，加上
54 家物理网点，329 家金融社保服务
点，覆盖城乡的服务点达到了486家，
客户足不出村即可办理相关业务。该
行还为弱势群体提供上门服务、为重
病客户直接入院提供金融服务。严格
落实“三个全面”：全面落实“一站式、
零距离、保姆式”工作机制，做到最多
跑一次，努力一次不用跑。全面落实

“党建+金融助理”工作机制，客户的
时间就是工作人员的时间。全面落实
金融助理驻村制度，包村的金融助理
全面参与村委（组）主题党日活动，每
周下乡时间不少于 3 天，宣讲金融知
识、理财知识，开展授信活动，受理贷
款申请，与老百姓打成一遍。

文化有深度

新密农商银行通过厚植文化来推
动高质量发展。该行的企业文化一是
党建引领文化。主要体现在大党建方
面，着力完善“1+2+N”的党建工作法，

“1”是“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这一理念，“2”是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党员先锋模范两个作用，“N”即创新

“党建+”模式，如“党建 +业务发展+企
业文化建设……”该行党建与业务的融
合主要表现在，存款方面，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大中小客户全面兼顾；
在小贷投放方面，发扬“店小二”精神，
深度落实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在
消化不良方面，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

险、锲而不舍。二是体现在“4+4”工作
方法，这是该行文化引领的魂。主要体
现在胸怀信心、决心、恒心、耐心的“四
心”攻坚精神，践行手勤、脑勤、嘴勤、腿
勤“四勤”服务精神，坚守实事求是、脚
踏实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四实”
作风，落实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精
细化的“四化”管理内涵。通过文化解
决全员观念、感情、情绪、态度问题，激

发内生动力。
今后，新密农商银行将继续围绕

改革持续提速、发展持续转型、结构持
续调整、管理持续精细、文化持续发力
做文章，着力打造改革发展有质量、转
型调整有效果、管理经营有智慧、思想
文化有内涵的服务“三农”联姻银行、
中小微企业伙伴银行、乡村振兴主力
银行。 武正伟

图为新密农商银行组织党员干部赴红旗渠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全局
——新密农商银行转型发展纪实

柳河农商银行

增强员工法律合规意识
日前，吉林柳河农商银行邀请吉

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张毅等 5名律师召
开法律咨询会。该行一级支行行长、
信贷客户经理、信贷管理部等涉贷部
门人员共计20余人参会。

此次法律咨询会，使参会人员进
一步增强了法律合规意识，开阔了法
律合规理论视野，拓宽了法律合规工
作技巧，有效指导了参会人员运用法
律合规途径解决日常工作难题，为夯
实柳河农商行“法制银行”建设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屈子靖

为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8月29日，贵州贞丰
农商银行第一党支部开
展了“退休不退色、离岗
不离心”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退休老党员及第一
党支部部分在职党员参
加了活动。

活动中，该行全体
党员集中观看了《时代
楷模张富清》先进事迹
宣传片，并表示要以不
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作
风来推动农信事业高质
量迈进。随后在支部书
记带领下，全体党员再
次重温入党誓词。图为
活动现场。 郑远炜

夏粮收购正当时，作为服务“三
农”、服务县域经济的主力军，江西江
州农商银行通过早部署、广走访、优服
务三大举措，有力地推进了辖内各粮
食企业夏粮收购工作的有序开展。

该行通过召开夏粮收购专题会议，
积极动员、扎实部署、全力推进，明确相
关部室工作责任，突出网点服务重点，
有序助推夏粮收购顺利开展；通过派发
宣传折页、悬挂宣传条幅等方式，向群
众积极宣传农商银行产品及惠农政策，
加强协调沟通，积极引导粮农、收购商
使用该行账户进行资金结算。

该行组织人员走访辖内存量粮食
加工企业、收粮个体户，了解他们的收

粮资金需求和金融服务需求，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各支行严格按照总行“整
村授信”战略部署，深入辖区村组，对新
客户及时建立走访档案，加大各项金融
扶持政策的倾斜力度，确保实现辖内粮
食企业、个体户金融服务全覆盖。

该行辖内18家支行全部开通夏粮
收购信贷业务绿色通道，坚持随来随
办、优先受理，优先审批原则，最快当
日即可放款；加强各支行ATM自助存
取款一体机和金融服务站的运营维
护，及时做好清机加钞工作，大力推广
电子渠道支付业务，随时满足夏粮收
购期间客户群体全天候的资金和金融
服务需求。 吴小云

江州农商银行广走访优服务

扎实部署满足夏粮收购资金需求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信联社

进村入镇普及金融知识
为增强农信社与农民群众的沟通

联系，填补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空白点,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农信联社于 8
月27日、29日分别在彭城镇同心圆广
场和王看村药王谷景区广场开展了两
期“金融夜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把金融知识盛宴“送”到农
民朋友身边。

活动现场，该联社工作人员向村
民们发放了金融知识宣传折页和金融
产品介绍手册，通过播放宣传片、PPT
讲解、现场互动问答的方式，结合通俗
易懂的方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就反假
币、残币兑换、手机银行、防范非法集
资及电信诈骗等与村民们息息相关的
金融知识进行了宣讲，受到了村民们
的一致好评。 王嘉豪

凤凰农商银行

开展党建共创专题培训
近日，湖南凤凰农商银行开展了

“党建共创、金融普惠”基层党组织、金
融村官、党建指导员培训活动。此次
培训邀请了凤凰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凤凰“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旭东前来授课。来
自该行7个支部的50余名党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
平，明确了党员对村级党组织在“党建
共创、金融普惠”行动的具体着力点，
更好的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到具
体行动中，提升基层党组织管理能力，
强化乡村治理，通过金融普惠来助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田 雪

“姑娘，又下了 300 个新鸡蛋，啥
时候来拿哟？”一大早，山西尧都农商
银行帮扶工作队就接到县底镇翟家庄
村贫困户贺怀玉 84 岁的老母亲打来
的电话。

贺怀玉家里就他和母亲两个人，
因病致贫。去年政府开展产业扶贫，
根据贺怀玉家的实际情况，给了贺怀
玉家 500 只芦花鸡，扶持他发展庭院
养殖。

经过贺怀玉母子俩一年多的精心照
料，鸡产蛋量逐渐提升，可面对一片丰收
大好局面，贺家母子却犯了愁。因为翟
家庄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鸡蛋难以销
售，贺怀玉和她的老母亲急在心头，却又
无计可施。

该行帮扶工作得知了贺怀玉家的
难处后，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拓宽门
路，通过自己购买、帮人代购、联系销
售渠道等方式帮助他家卖土鸡蛋，并
寻找到固定的销售渠道。就这样通过
搭台“吆喝”、帮扶单位支持“两驾马
车”齐发力，解决了贺怀玉家土鸡蛋的
销售难题。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尧都农商银
行的帮扶，是大家的帮忙才让我摆脱了
贫困，国家的扶贫政策这么好，靠自己的
双手致富才能过的幸福踏实。”贺怀玉看
着筐里的鸡蛋满脸笑意地说道。

一枚枚小小的土鸡蛋，承载着一份
大大的爱心，而这仅仅是尧都农商银行
精准扶贫路上的一个缩影。 栗红梅

尧都农商银行开展精准帮扶

解决贫困户土鸡蛋销售难题

为及时化解金融纠纷，强化依法
维权，山东莱州农商银行积极与当地
法院沟通协调，创新运用诉前调解方
式，并于 8月 16日正式成立“莱州市金
融纠纷调解中心”，开辟金融纠纷快速
化解新通道，进一步提高不良资产处
置效率。

近年来，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
旧动能转换、环保治理等多重因素叠
加影响，莱州当地实体经济持续下行，
部分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受到严重冲
击，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受此影响，大
批金融纠纷诉讼案件涌入法院，按照
现有的审判力量和审判进度，莱州农
商银行不良贷款诉讼进展缓慢，难以
按期审理结束，维权困境亟待破解。
与此同时，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案件
审结率考核力度较大，法院审判压力
倍增。

针对金融维权困境，该行与莱州
法院进行了多次沟通探讨，双方一致
认为诉前调解是缓解当前困境的最佳
途径。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前
期，莱州法院已开始受理金融纠纷诉
前调解。下步将由“莱州市金融纠纷
调解中心”专门负责该行案件，办公地
点设立在莱州农商银行，由该行安排
业务骨干人员，经莱州法院培训指导
并给予相应资格认定后，担任金融纠
纷人民调解员，专人专职办理金融纠
纷调解工作。

诉前调解优势在于程序简便易
行，金融案件事实清楚，调解成功后各
方达成调解协，若调解达不成共识，可
直接诉讼立案；有利于缩短诉讼流程，
通过诉前调解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后，
在履行过程中，若债务人一方出现违
约行为，我行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缩短了诉讼流程，防止债务人转
移资产逃废银行债务；有利于节省成
本，诉前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免除了
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省去了诉讼费
用垫付和退还的流程；没有后顾之忧，
对达成的调解协议莱州农商银行申请
法院司法确认，法院免费给予确认，下
达民事裁定书，具有法律效力。

为统一思想，做好工作部署，莱州
农商银行召开班子成员、部门总经理、
支行行长、信贷主管参加的专题会议，
详细介绍了诉前调解的优势、操作流
程和注意事项，有效统一思想，明确了
下步工作思路；会后，各支行立即行动
起来，主动与借款人、担保人对接，联
系法院进行诉前调解，第二天便成功
调解两笔不良贷款、金额26万元，截至
目前，共有 57 笔、4375.38 万元不良贷
款正在调解中。 王 蕾 孙 媛

莱州农商银行成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新渠道化解不良资产

自整村评级授信工作启动以来，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农信联社石洞分
社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与各
村居共同扎实推进此项工作，目前初
见成效。10 余天来，该分社已完成 1
个社区及4个村小组评级授信工作，贷
款投放较启动前净增超过100万元，手
机银行业务增长50余个。

为加快工作进度，该分社实施分工
包片制，分社主任与客户经理分别包挂

负责不同的村居，并与各村居协调集中
评审时间。目前，已完成文景社区的信
息收集工作，天池山村和戴家林村正在
有序推进之中，在此过程中，相关村居
积极配合支持，村干部、小组干部及群
众代表积极参与，实现了信息的充分沟
通，为最终有质量、有广度的评级授信
结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整村评级授信的关键在于信息的
互通，让各经济主体知道自己的授信

额度、知道相关条件及流程、知道需
要用信该找谁。为了让村民们早些
享受到普惠政策，该分社在开展集中
评级授信的过程中，加强政策宣传，
帮 助 解 决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资 金 困
难。同时，加大手机银行、惠支付、农
信ETC宣传，让农信社的更多产品服
务于相关经济主体。截至目前，该分
社已新增惠支付 10户、预约农信ETC
近 30户。 刘 旭 罗 璞

绵阳市涪城区农信联社石洞分社实施分工包片制度

推进整村授信助力贷款业务增长

为推动领导班子履职尽责、团结
奋进，牢记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
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江苏无锡农商银
行党委于近日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专题民主生活会。该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邵辉主持会议，省联社主题教
育第一指导组组长李晔作点评讲话，
行党委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会上，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邵
辉代表党委班子重点从理论学习、工
作作风、群众意识、服务效能等方面
作了检视剖析，分析了存在不足原
因，明确了下一阶段整改措施和努力
方向。并由邵辉带头作个人检视剖
析，其他班子成员依次开展个人检视
剖析，相互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班子成员充分结合“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在相互批
评环节对各自的问题谈得较为透彻

深刻，能站在该行转型发展大局上看
自己，又能团结和谐，既是对班子成
员积极查找自身存在问题、改进工作
作风的重要帮助，也对班子形成积极
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起到了重要推进，达到了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
表率的目标。

邵辉在总结发言中要求，班子成
员要认真结合班子及个人查摆出的问
题及制定的整改措施，对照上级党委
要求，踏实开展整改、积极履职尽责，
不断强化率先意识和担当精神，全力
打造一个奋进有为的领导班子，带领
全行干部职工勇敢拼搏，全力争先，以
主题教育的丰硕成果推动全行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 周 吉

无锡农商银行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剖析问题成因推动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