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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浑源县农信联社组织员工前赴西坊城小学开展了“感恩教师节，农信送温暖”主题活动，并为该校全体教师
送上鲜花和真诚的祝福。图为活动现场。 张治华

今年以来，山西省晋中办事处紧紧
围绕“党建领社”原则，以“大讨论”为牵
引，结合“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主题教育总要求，制定“四融入”
法则，切实让党建指导发展、服务发展、
推动发展、合规发展，形成了“围绕中心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生动实
践。截至8月末，全市农信社各项存款
1228.33亿元，较年初增加117.54亿元，
增幅 10.58%，各项贷款 687.14亿元，较
年初增加42亿元，增幅6.51%。

该办事处出台了《晋中市农村信用
社党建工作百项“达标”考核评分办法》
和《晋中市农村信用社党建工作“百日提
升”实施细则》，通过“双百”管理把“三基
建设”“1+3岗位责任”“意识形态”“基层
支部规范”“文化建设”“业务管理”等工
作纳入考核打分和达标升级范围。全面
实施“月计划、周安排、日落实、季通报”

的工作机制，以《党建工作督办单》为载
体，实施“一对一”措施，即一个督办单对
应一个反馈单，一个通报对应一个整改
情况说明，有效提升党建工作落实情况。

同时，该办事处紧紧围绕晋中农信
改革发展中的“急难险重”任务，以“一个
党委一个品牌、一个支部一个特色”为要
求，打造了12个特色党支部。在管理上，
把“业务所需、岗位所需、发展所需”作为
培养导向，整合优势资源，敞开“入口”，
畅通“出口”，组建了后备人才库，搭建了

“大培训”平台，建立起了以“赛马”为核
心、以“育马”为基础的选人用人育人机
制，多元培训、实践锤炼，形成了“无边
界、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为进一步把党的建设与企业改革同
步谋划，省联社晋中办事处针对高风险
社改制募股难、历史包袱重的问题，充分
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

积极协调政府、监管部门，举全市之力化
解改制难题、解决资金缺口。其中，今年
上半年和顺农商银行完成挂牌，并采取

“多帮一”的办法帮助祁县农信联社购买
不良出表3.56亿元。

在合规发展过程中，该办事处坚持
“发现一个问题、排除一类隐患、完善一
套制度”的原则，盯住重要节点、重点领
域、重点问题，聚焦信贷管理、财务管理、
工程招标等金融腐败“高发区”，以行社
自查自纠和办事处全覆盖巡察的方式，
实现了问题前置、风险前置，并通过“背
对背”审批、“全流程”管控、“全系统”互
动，从系统和机制上杜绝“人情贷”“关系
贷”，实现金融风险管理的根本性、制度
性变革。在完善制度流程的同时，持续
抓好意识形态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建立
发声机制，强化正面引导，树立良好形
象，推动各项业务合规稳健发展。

山西省农信联社晋中办事处聚焦重点领域

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武海兵

高平农商银行

开展专项征信宣传活动
今年二季度，山西高平农商银行在

全辖范围内开展以“征信助力小微与民
营企业融资发展”为主题的专项征信宣
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切实提高企业、民众征信意识，
该行开展了一系列征信宣传活动。他
们确定服务对象，走进民营小微企业，通
过向企业员工和来往的群众介绍信用
报告查询和解读相关征信知识。同时，
他们以物理网点为阵地，滚动播放宣传
标语，并向来往客户发放征信宣传页。

活动期间，该行共发放宣传资料
7000余份，接待咨询900余人次，对接民
营小微企业150余户、个体工商户700
余户；授信金额达1.59亿元。 缑云霞

古县农信联社

联合法院清降不良贷款
为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信

用环境，山西古县农信联社联合当地人
民法院开展“凝心聚力降不良·雷霆万
钧破坚冰”不良贷款清收风暴行动，全
面打响不良贷款清收攻坚战。

在古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大力配
合下，该联社仅用四天时间，就收回不良
贷款 186 笔，现金收回金额 210.27 万
元。清收过程中，该联社在声势上营造
震慑力，“战队”人员统一着装，营造严肃
气氛。同时，全员主动出击，拿捏要害，
压制客户反驳和推脱的心理。在配合
上，明确分工、轮番上阵，给客户施加压
力，并与欠款人讲明欠款危害，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清收不良贷款。 李林轩

吉县农信联社

推出苹果产业“链条贷”
为充分发挥服务“三农”优势，山西

省吉县农信联社推出苹果产业“链条贷”
产品，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
性，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后顾之忧。

“链条贷”用于支持与苹果生产相关
的农资、农机、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具
有手续简便、利率低、额度高等特点，贷款
最高额度5万元，贷款年利率8.97%。

为把信贷支农落到实处，该联社组
织客户经理进村入户，实施精准营销，为
有需求的客户实行一次调查、一次审查、
一次审批。截至目前，该联社受理客户
23户，授信金额达108万元。 艾 菲

寿阳农商银行

代收取暖费业务获点赞
近日，山西寿阳农商银行从便民

角度出发，就代收取暖费工作的有关
事项进行了具体部署。该行与寿阳县
同力供热有限公司合作，从 8月份开
始，在县城内8家营业网点开辟专用窗
口，全面启动取暖费代收工作，为广大
寿阳县市民开通了一条覆盖面广、“一
站式”的缴费渠道。寿阳农商银行以
热情、周到、便捷的服务将代收取暖费
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市
民的广泛称赞。 乔 云

介休农商银行

设立代收取暖费窗口
日前，山西介休农商银行与该市集

中供热公司完成业务系统对接，全面开
办并优化代收取暖费业务，实现了城乡
居民取暖费就近交纳这一便民工程。

该行利用34个服务网点遍布城乡
的优势，凭借快捷简便的业务操作流程
吸引广大居民前来缴费。为提高业务
办理效率，该行在各营业网点设立专门
的缴费窗口，减少了客户的等待时间。
此外，持卡客户也可通过手机银行、“晋
享生活”等渠道办理。

仅 10天时间，该行各网点已办理
代收取暖费业务381笔，累计交易金额
61.8万元。 庞 蓉

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山西阳曲农
商银行始终牢记“支农支小惠民生”的
使命，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紧贴地方发展特点和客户多元化的
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满
足信贷资金的多层次、个性化需求，为
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针对农户、小商户担保人难找的问
题，该行开办了“亲易贷”业务；针对有
资金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办扶贫
小额贷款，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发放
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为5万元且期
限1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整村授信，为

“四有两好”客户提供授信和用信服务。

同时，阳曲农商银行创新举措，不
断加大支农支小贷款优惠力度。在覆
盖风险成本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根
据客户资金需求、贷款项目、还款能力
等因素，实行“缩短授信额度、降低贷款
利率、提高授信额度、放宽准入条件、延
长授信期限”等让利政策，实实在在的
履行支农惠小、扶贫帮困的社会责任。

此外，他们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在
“内强素质”上，建设内训师队伍；在“外
树形象”上，努力改善网点办公条件。在
服务方式上，继承“背包精神”，驻村逐户
开展调查，做好服务半径内的客户公关，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谢 芳

阳曲农商银行创新金融产品

满足客户多层次信贷资金需求

今年以来，山西临猗农商银行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各鲜枣购销点，为枣农、收购
客商提供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该行在鲜枣种植的70多个行政村开
展整村授信工作，为2万余户农户建立信贷信息档案，累计投入信贷资金7.6亿元。
图为该行员工向枣农介绍相关信贷产品。 黄 骁

“你未必光芒四射，但始终温暖有
光。”这样一句简单的话，用在范卫萍身
上是那么贴切恰当。一直以来，她所做
的事情，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每一件事，
都是那样的温暖有光，不仅温暖着周围
百姓，还传承着农金薪火。

山西泽州农商银行金村新区支行
的前身是水东分理处，水东分理处的前
身是水东信用社，说起水东信用社，就
不得不提到老信贷员范卫萍。

范卫萍是地地道道的水东人，除
1987年入职时短暂在高都信用社工作
外，后来一直在金村和水东信用社，先
后从事外勤工作、担任客户经理，直至
2016年退休。有人为她做过统计，截至
退休时，她经手发放贷款230余笔、共计
680万元，累计收回不良贷款600多笔、
共计 1000余万元，她做到了件件有着
落、笔笔无逾期。她常说，“放出去的不
仅仅是贷款，更是责任；对农信社资产
的责任，更是对老百姓未来生活的责
任。”一句极其朴素的语言，却蕴含着非
常深刻的道理。

“凡是我放的贷款，每一笔都记得
清楚！”范卫萍虽不善言谈，但一说起贷
款，她的双眼却炯炯有神，话闸子一下

子打开了。她告诉记者，“哪有什么经
验，经验就是咱农信人就是要把乡亲们
当亲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
了乡土人情，接了地气，你就不会有什
么风险了。”

上任之初，有个贷户找到范卫萍，
趁其不注意在她的床头上放了一个包
有2000元现金的信封。发现信封后的
范卫萍不知所措，立即拿上钱去了贷户
家里，一去几次都没有人。二十多天过
去了，还是没有找到人。范卫萍寝食难
安，到处打听贷户下落，最后找到贷户
工作地点，把信封退了回去。

范卫萍家的家门难进，是远近闻名
的。范卫萍告诉家里的母亲不许任何人
到家里来谈工作说事，有什么事情去信
用社找她谈，东西更是一概不能收。为
此，老母亲曾拎五斤鸡蛋走了五里山路，
亲自还给了贷户。还的是人情，留下的
却是农信人的清白和正气。

2017 年初，范卫萍曾经手的十字
坂村的贷户桑进喜因车祸不幸死亡。
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范卫萍便
赶紧联系农商银行相关客户经理进行
处理，出动保险程序，把这笔贷款顺利
处理完成。

都说资产质量是农信社的“生命
线”，这话的确没错。而范卫萍却说，和
老百姓的“鱼水情”才是农信社的“根”，
这话同样有道理。

退休的范卫萍按说也该歇歇了。
可她也没闲着，被2000多名村民选举成
为了村民代表。凭借着她多年的人脉
和经验，帮助村干部化解了一次又一次
的纠纷。村里无论哪家办事记账，都以
能让范卫萍帮忙而感到脸上有光。因
为在他们心里，信用社的人就是讲信
用、公平公正的象征，而且这位老大姐
更是乡亲们眼里没有架子的贴心人。

在范卫萍的帮助下，金村新区支行
在整村授信、清收不良的工作中，进村
委、访农户、入商户，走村串户进行着一
轮又一轮的宣传。

她常说：“择一职，专一事，尽一
生。答应的事要做到，该做的事要做
好。”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农
村金融的“生命线”，不仅是防控风险，
更是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

三十多年来，范卫萍以一个基层农
村金融工作者肩上的责任与担当，踏踏
实实，勤勤恳恳，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交口
称赞，更是对农信人“初心”的最好诠释。

用平凡和坚守诠释初心
——记山西泽州农商银行信贷员范卫萍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赵德正 张凌云 中 秋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开展以来，山西省阳高县农信联社
党委高度重视并认真学习，将主题教育
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充分发扬守土有
责的“主人翁”精神，敢于动真碰硬，启动
不良贷款听证问责。截至目前，以该方
式清收不良贷款56笔、金额200余万元。

贷户李某于2015年向阳高县农信
联社城关信用社借款5万元用于经营个
人商铺，其商铺经营规模逐步扩大，收
入也十分可观，但迟迟不归还贷款，已
形成不良。该联社启动不良贷款听证
问责后，将此笔贷款作为突破口，启动

听证问责程序，对贷款的调查岗、审查
岗、审核岗、审批岗及支付柜员进行摸
底，向各岗位责任人澄清利害关系，要
求及时清收。

责任人多次上门后，老李竟与清收
人员玩起了“捉迷藏”，清收人员便“守
株待兔”，一守就是三天三夜。最终李
某被清收人员的敬业精神所震撼，将所
欠贷款本息如数归还。

自启动不良贷款听证问责以来，该
联社员工发扬“户户不空笔笔动”的敢
吃苦、敢碰硬精神，起到“收回一个、震
慑一片”的良好效果。 李文春

阳高县农信联社发扬“主人翁”精神

听证问责清收不良贷款200余万

为抢抓金秋业务营销机遇，山西长
治漳泽农商银行明确“抢早争先”意识，
从实际出发，制定营销宣传工作方案，
分解任务目标，全员行动，做到“个个有
指标、人人挑担子”，打好营销攻坚战。

该行广泛调研，深入了解业务员需
求，在厅堂内积极推荐其使用电子银行
产品，通过上门宣传，走访街道商户，宣
传并演示电子银行产品功能，让客户真
正认识到电子银行的方便快捷。同时，
该行推行“三包”服务，即“包开户，包会

用，包解惑”，及时帮助解决客户使用电
子银行产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问
题，解答客户疑惑，让客户放心使用电
子银行产品。

为扩大宣传效果，该行在主要交通
路口投放电子银行户外广告，并以营业
厅为阵地通过散发宣传单、张帖海报等
形式，大力宣传电子银行子品牌。此外，
营业网点员工组成宣传队，及时将最新
的优惠政策、业务功能告知客户，进一步
提升电子银行业务的认知度。 庞 博

长治漳泽农商银行分解任务全员行动

加大电子银行营销力度

为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不走形式，取
得实效，山西尧都农商银行通过集体思
考、顶层设计，构建了“三二二”工作模
式，即突出“三个抓手”、狠抓“两个执
行”、用好“两支力量”，进一步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监督责任，为发展保驾护航。

该行严抓意识形态，每月召开党
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由党委
班子带头学习、解读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最新方针政策。同时，该行以党建
引领业务发展为导向，对“党建+”模式
进行有力探索。

尧都农商银行在加强党风建设上，
一方面，严格执行党委会议事决策机

制；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常态化监督机
制。在狠刹狠治“四风”上，该行发挥社
会监督的力量，今年4月，聘请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退休员工等来自社会各
界的五位人士，担任该行的政风行风监
督员，对政风行风工作进行常态化明察
暗访。同时，该行重点加强扶贫领域作
风治理，纳入包片督导工作，与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监督，按月对扶贫贷款进
行逐户回访，目前未发现“四风”苗头。

今年，尧都农商银行将继续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重预
防、强责任、严执纪、转作风，为发展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王 芳

尧都农商银行创新工作模式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为进一步加快电子支付渠道建设步
伐，为辖内商户提供电子结算渠道便利，
山西侯马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围绕市场
特点，切实开展“晋享e付”营销工作。

为深入了解“晋享 e付”产品特色，
该支行班子对市场上目前商户使用的
其他二维码产品进行了详细调研。在
前期实践中，归纳出“晋享 e付”产品
特色，即兼容多种扫码工具、实时提醒
到账、奖励政策轻松易够、后续服务持
续到位，后续将此作为营销亮点大力
宣传。

在具体营销过程中，该支行将市场
划分为商户区和商贩区，每三人为一组
分组进行营销。组内三人形成监督机
制，保证对每块区域、每位客户都要“跑

到、说到、营销到”。
为增加商户对“晋享e付”业务的认

可度，该支行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回
访和维护上，切实做到户户开通、家家
使用、挨家挨户“地毯式”服务营销，有
效保障了推广营销无缝隙、全覆盖。

侯马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为每位
商户均制作了可粘贴、可放置、可悬挂
等多种形式的二维码，保证扫码客户
所见之处均为“晋享 e付”。该支行建
立了精准的服务台账，明确要求新开
户第一周隔日回访累计达2个小时，近
距离指导商户使用，第一时间发现问
题反馈解决。

在维系老客户方面，该支行创立
“商户介绍商户、员工调查维护”的模

式，在总行奖励机制下，建立“e友圈”，
员工自行对发展优质“e友”的商户进行
奖励，极大地激发了商户们的积极性。

此外，该支行领导班子根据回访台
账随机联系商户对员工回访频率、方
式、时间等情况进行抽查，对不符标准
的员工通报批评，限时整改仍未达要求
的更换营销人员，确保“开通一户活一
户，营销一户用一户”。同时，将“晋享e
付”多项指标纳入考核方案，激励员工
营销更多优质商户。

侯马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晋享 e
付”二维码支付结算功能，为商户电子
结算提供了新渠道，巩固和扩大了客户
群体，增强客户对农商银行的信任和依
赖，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张 磊

侯马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围绕市场特点

推广“晋享e付”二维码支付业务

今年以来，山西浮山农商银行工会
以“家”文化建设为统领，固化日常工
作，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以
建设“一会一品”为抓手，做好“五个结
合”，打造“五家”工会，着力提升职工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在打造“民主之家”上，该行落实行
务公开制度，充分利用“公示栏”、内网平
台，重点将行务公开的重心下移，保障基
层一线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落实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拓宽公开
渠道、公开形式，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
度，并落实维护职工权益制度。

在打造“学习之家”上，该行深入开
展“争创学习型工会，争当知识型职工”
活动，有效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不仅
如此，他们还推荐优秀干部职工外出学
习。为弘扬“主人翁”精神，他们按季开

展“比学赶超”活动，先后树立 50多名
“学习标兵”，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同时，该行加强安全管理，以“安康
杯”“安全生产月”等安全竞赛活动为载
体，通过“四加强”，即加强应急培训、加
强设施投入、加强监督管理、加强安保
安检，努力为职工打造“安全之家”。

在打造“温暖之家”方面，浮山农商
银行加强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因人因地
因需实施帮扶；加强对特殊群体职工的
关怀力度，切实让员工感受到家的温
暖，增强团队认同感。同时，加强职工
诉求平台搭建，利用电子信箱，让员工
随时随地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今年，该行结合文化建设，积极打
造“和谐之家”，通过创新职工文体活动
的内容，用健康向上、提振精神的形式
把职工吸引到文体活动中来。 李 莉

浮山农商银行发挥工会职能

打造“家”文化提升员工幸福感

曲沃农商银行

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
为落实好新版人民币宣传工作要

求，山西曲沃农商银行坚持引导广大
群众尽快掌握有关政策和要求，维护
新版人民币流通秩序，持续做好社会
公众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

该行员工深入乡村集市、辖内店
铺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工作，通过对
辖区内的商户进行走访兑换、新版人
民币防伪特征讲解，帮助商户掌握新
旧人民币在防伪特征和外形上发生的
变化。同时，他们还通过深入村组、社
区、校园，让群众最大范围接受、使用
新版人民币。 范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