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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心、关注贫困大学新生，切实帮助他们圆梦大学，近
日，安徽黄山徽州农商银行开展希望工程2019“爱心圆梦大学”公益助学行动。

经区相关部门摸排，选择了两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新生作为捐助对象，该行
党委副书记、行长孙约能上门将助学金送到两名大学新生手中，并与他们进行亲切
交谈。图为活动现场。 吴洁玉

日前，江西新余农商银行通过前期的走访对接，了解到大岗山中心小学许多孩
子因父母外出务工，不得不跟着家里老人留在山里念书。开学这天，新余农商银行
为孩子们送去新学期的礼物——新书包。“我超级喜欢米奇，没想到爸爸妈妈不在
家我们都有新书包，我要回去发视频告诉他们，农商银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送新书
包啦。”三年级的小男孩拿着书包兴奋地说道。图为活动现场。 谭 琼 晏璐琳

图片新闻

日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龙坪镇 2019年高（中）考优秀学子表彰暨贫困学生
资助大会在龙坪镇政府举行。遵义农商银行党委向贵州省善德公益基金会捐赠爱心
助学金12万元，资助贫困学子。

据悉，该基金会于2018年由龙坪籍爱心企业家发起，主要是对社会各界捐赠的
爱心善款进行管理和使用。近年来，遵义农商银行已累计捐资61.64万元，开展捐资
助学、“两关爱”“五个一”捐款活动和“1+1”爱心帮扶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王 淋

近日，安徽青阳农商银行举办了2019年“金秋助学·让梦远航”爱心捐赠公益活
动，全县来自各个乡镇受捐助的36名贫困学子参加了仪式。此次活动是该行倡导和践
行的公益活动之一，自2013年至今已是第7次举办，累计捐资62万元，惠及236名贫困
学生。图为活动现场。 李广辉

前段时间，山东乳山农商银行举行了“助力乡村振兴，学子成长计划”启动仪
式，暨“毕业留声，不说再见”2019年度优秀高中毕业生颁奖典礼。

本次活动邀请了200余名应届高三毕业生及家长，乳山农商银行领导现场为
50名优秀毕业生每人颁发1000元奖学金，鼓励其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以更加优异的
成绩完成人生答卷。图为活动现场。 宋佳林 李晓莉

日前，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信联
社党委委托，自治区农信联社驻泽普县

奎依巴格乡奎依巴格村工作队举行了
“信合爱心助学金”捐助仪式，按照5个

档次标准，为该村 34 名在读大学生共
发放助学金 5.8万元，为今年考入大学
的10名学生分别捐助2000元。

努尔阿迪力·约麦尔是这次“信合
爱心助学金”的受益者之一。今年他和
弟弟同时考上了大学，对于他们一家来
说可谓是双喜临门。但因兄弟俩高昂
的学费，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
时陷入了困境。正当苦恼之时，“信合
爱心助学金”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欢喜。

努尔阿迪力·约麦尔在捐助仪式上
深有感触地说：“这笔助学金不仅帮家
里减轻了负担，更增添了我努力学习的
信心和动力。此时此刻，除了‘感恩’，
再想不到其他的词来诠释我的感受了，
感谢自治区农信联社，感谢工作队，我
一定会牢记这份爱心，用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信联社驻泽

普县奎依巴格乡奎依巴格村工作队第
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张军在捐助仪式上
勉励受资助学生要常怀感恩之心，把对
党、对国家、对社会的感激之情转化为
学习的动力，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做
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
生，毕业后为国家建设出力，为社会发
展尽责。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信联
社党委认真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坚
持抓好对口帮扶工作，“物质帮扶”和

“智力扶贫”双管齐下，帮助一个又一个
贫困学子实现了求学梦想。据了解，自
2014年8月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
信联社“信合爱心助学基金”已累计资
助该村大学生 229 人次，金额 50 余万
元。在“信合爱心助学金”的资助下，已
有 40 余名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走上
了工作岗位。 张译文

新疆农信联社发放“信合爱心助学金”

点亮贫困学子求学路

西峡农商银行

落实助学贷款优惠措施
今年，河南省西峡县将有 3000

多名学生将陆续进入大学本科学
习，为了更好地援助贫困大学生顺
利入学就读，做好助学服务爱心传
递活动。西峡农商银行筹集 6000万
元助学资金，配合团县委、县教委、
县工会、扶贫办等部门，及时将助学
贷款发放到贫困学生手中。

该行通过开展“金秋助学”爱心
传递系列活动，使贫困学生入学无
忧。他们积极与县教育部门联手，以
县域 20个乡镇支行为半径，针对考入
本科以上的贫困大学生按照学籍逐
人建立档案，了解资金需求，借鉴生
源地助学贷款成功经验，实行信贷服
务联系人制度，急贫困学生所急，解
贫困学生所难，制订帮扶方案，持续
做好助学跟进服务；落实助学贷款优
惠措施，把助学贷款作为民生工程来
抓，实行利率优惠、信用担保、随用随
贷，并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把贷
款期限延长到 3 至 5 年，扩大信用贷
款扶持面。把信用户、信用商户、贫
困大学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及时把
金秋助学贷款服务送到贫困学生心
坎上。 任 意 赵泽轩

8 月，是高考以后公布光荣榜的
时间，贵州省独山县麻万镇朵龙组的
一个女同学拿到了通知书后，兴奋地
给独山农商银行营业部杨经理打来
电话：“杨阿姨，告诉你个好消息，我
考上大学了！”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
是独山农商银行第四党支部的帮扶
对象，陆同学。

2018 年 6 月，第四党支部党员们
来到陆同学家里了解情况，第一次接
触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读高二，她家
庭条件较差，家庭经济依靠母亲在家
做农活维持，另外还要兼顾照料 4岁
的弟弟，除去各项生活开支后，一年
下来存不了多少钱。为了分担家庭
生活的压力，她萌生了辍学打工的念
头。支部书记杨治珍了解情况后，即

时纠正了她的思想，让她以学习为
重，家庭经济方面的问题第四党支部
将想办法解决，让她安心备考，免除
后顾之忧。支部书记杨治珍勉励陆
同学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正视家庭
困难，学会在逆境中成长，在困难中
磨炼自己的品格，用自己的行动感恩
父母、回报社会。

在陆同学备考的一年里，该行第
四党支部成员定期来到陆同学家里，
送去慰问金及慰问品，了解她近期学
习情况，看着她一天天地进步，支部书
记感动十分欣慰。2019年高考成绩出
来后，陆同学以文科 582 分的优异成
绩，被南京中医药大学录取了。收到
录取通知书时，她第一时间联系上了
支部书记杨治珍，这才有了开头那一

幕。8月 5日，独山农商银行第四党支
部一行人再次来到陆同学家中，送去
了学校需要的床上用品、水果、行李箱
和1200元慰问金。受访家长对独山农
商银行这一年多的关心帮助表示感
谢。并感慨说，党的政策真好！陆同
学感激道：“要感谢去年杨阿姨的鼓
励，才让自己鼓足士气全身心投入高
考备战中，自己一定不辜负领导和学
校的关怀与期望，不断锤炼意志，加强
实践锻炼，以优异的成绩，回馈社会。”

陆同学只是独山农商银行第四
党支部帮扶对象中的一个缩影，在全
县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该行在全县
脱贫攻坚中承担支农支小的地位，通
过“志智双扶”，践行着“百姓银行”
的宗旨。 顾晶晶

独山农商银行践行“百姓银行宗旨”

助困难家庭女孩圆大学梦

近日，湖南宁乡农商银行举办了
“建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关爱失亲
少儿公益活动。该公益活动旨在进
一步加强对失亲少儿的思想教育，从
学习、生活、心理等多方面关爱失亲
少儿，促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同时
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和服务，让
失亲少儿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关心、
关注。宁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泽
秋、宁乡市关工委主任姜里仁、宁乡
农商银行监事长黄灵芝出席会议并
作主题讲话。宁乡市关工委相关人
员、各乡镇关工委主任、被资助的失
亲少儿以及家长、宁乡农商银行各支
行行长共 180余人参加活动。

周泽秋指出：要充分认识扶贫助
学活动的重要意义和重大责任。扶
贫助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崇高事业，我们要努力做到“让每一
个有求学愿望的学生完成学业，不让
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要广泛争
取社会各界对扶贫助学工作的支持，

宁乡农商银行从 2014年开始对 98名
失亲少儿进行长期助学帮扶，目前已
拨付助学金 240 余万元，力度大，范
围广，为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保驾护
航，也为扶贫助学活动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这是宁乡一个很好的扶贫
助学工作品牌，值得宣传和推广。

黄灵芝指出：为了关心、关爱失
亲少儿，缓解他们失亲的痛苦，给予
他们来自宁乡农商银行的温暖，宁乡
农商银行不仅从 2014 年开始对失亲
少儿进行资助，累计捐赠达 240 多万
元，帮助了 143 名孩子继续完成学
业。同时还组织员工同关工委一道，
对各个乡镇的失亲少儿以及家长进
行走访慰问。不仅资助了孩子们继
续完成学业，还给他们注入了正能
量，帮助他们更好的成长。宁乡农商
银行将继续按照小学 2000 元、初中
3000 元、高中 6000 元每人每年的标
准，对最终确定的 98 位孩子给予长
期帮扶，进行固定的资助，直至这些

孩子们高中毕业，使他们有机会进入
高校进行学习深造。

活动期间，来自白马桥的夏某
同学、来自横市的罗某同学、来自黄
材的姜某同学均作为被资助学生代
表进行了发言。他们都是年少的孩
子，在天真灿烂的年龄，本该得到父
母的呵护，享受家庭的温馨。可是
他们都过早地离开了温暖的怀抱，
体验着亲情的缺失，忍受着孤独和
贫困的煎熬。是宁乡农商银行的大
爱援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
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均
表示将发愤图强，刻苦学习，用优异
成绩和实际行动回报所有帮助和关
心他们的人。

宁乡农商银行一直以来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努力回款社会，在帮助
失亲少儿、金秋助学等公益活动中做
了很多工作，捐赠了大量的资金，充
分体现了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的担当
和使命。 丁 奇

宁乡农商银行建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

资助失亲少儿顺利完成学业

遵义红花岗农商银行

回馈社会情系教育事业
一直以来，贵州遵义红花岗农商银

行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情系着教育事业，
积极响应国家及省政府号召，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关心贫困家庭教育发展问题，
每年都会向社会爱心人士、全行员工发
出倡议，募集资助款项、结对上门帮扶，
不让一名学子因贫困而失学，用实际行
动助力教育脱贫这一伟大事业。

该行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梦圆
金秋助学行动”“希望工程·圆梦大
学”助学金捐助等活动。此外他们还
设立了“圆梦助学金”，并在每年组织
开展“1+1”结对帮扶·圆梦助学活动，
慰问贫困学生，送去他们所需的生活
用品。 余潺湲

前不久，在江苏东台市教育局、
东台市妇联、东台市委宣传部的共同
见证下，东台农商银行第 10 期圆梦
助学活动在该行举行。现场 20名优
秀寒门准大学生每人获得了 4000 元
的爱心助学金。

近年来，东台农商银行在实现自
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源自地
方、根植地方、回馈地方，积极参与扶
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为将慈善
捐助、扶智扶贫活动推向纵深，早在
2010年，东台农商银行的前身——东
台市农信联社就在江苏省盐城地区

率先发起“百万捐资+‘一对一’帮扶”
双轨并行扶智行动。该行一方面与
东台市教育红十字会签订 100万元的
捐款协议，对每年选取的 20名考取本
科以上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筹
足学费的优秀贫困大学生，给予每人
每学年 4000元的助学金，分 4年完成
全部捐资；另一方面，在企业给予贫
困学子直接物质帮助的同时，该行发
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与优秀贫困大
学生进行“一对一”认领、结对。该行
通过日常电话交流、寒暑假走访等方
式进行不定期沟通交流，给予优秀贫

困大学生更多的家庭温暖、经济资
助、心理疏导和精神支持。随着接受
资助学生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该行
又适时追加爱心助学基金，截至目
前，该行已经累计资助优秀寒门学子
666人次、金额266.4万元。

得益于该行的善念善行，诸多优
秀寒门学子圆梦高等教育，并获得了
好的职业生涯发展。建湖大学生祁国
成成为受资助的贫困学子中第一名硕
博连读生；盐都学生陶秀芹顺利完成
大学学业，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应聘
为农商银行员工。 樊 玮 张明华

东台农商银行捐资266.4万元

10年帮扶优秀寒门学子666人次

犍为农商银行

向贫困学生捐赠助学金
近日，四川犍为农商银行组织召

开捐资助学座谈会，县政协副主席
李学全、县教体局副局长廖衍俊、农
商银行班子成员及支行行长、辖内 5
所高中教师及受助学生代表共计 6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犍为农商银行向 2019 年
高考文理科状元每人颁发奖学金 1
万元，向 50 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
每人捐赠助学金 1 千元。学生们捧
着奖励金，脸上洋溢着感动。学生
代表的发言更是感人肺腑，表达了
对社会各界的感恩和努力成才以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心的决心。

今年，该行深入贯彻落实生源地
助学贷款政策，加大宣传力度，精简手
续流程，确保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应贷
尽贷，截至目前，该行已签订助学贷款
协议金额共计468万元，助力731名贫
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李雪沁

编者按：每年开学季，都会迎来贫困学生办理助学贷款的业务高峰期。多年来，农信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府号召，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努力用助学贷款实现教育公平，
不让一名学子因贫困而失学。为此，本报推出专题报道，展示农信机构在发放助学贷款助力教育扶贫、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金融助学”爱心传递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