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编辑：王静华 2020年10月27日 E-mail：zhgnxb@126.com88 视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 15 号 邮政编码：10002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055 号（1- 1） 编辑部：010- 84395204 广告部：010- 84395164 发行部：010- 84395165 年价每份 360 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2020 以来，安徽青阳农商银行强
化“存款立行”经营理念，努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和汛情叠加的不利影响，
立足生产总值 100 余亿元、人口数量
27余万人的青阳县实现存款业务大发
展。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各项存款余
额 93.18 亿元，净增 12.28 亿元，增幅
15.18%，创2012年改制以来最好水平，
存款增幅位居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和
全市农商银行第 1 位，名列全省农商
银行第11位。

青阳农商银行坚持党建融合发
展，履行“一岗双责”，将党建工作与业
务经营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加强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积极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以良好的工作作风带动业务发展。一
是提前谋划各项业务发展战略，2019
年 12 月，该行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了
2020年工作发展座谈会，听取各方意

见，研讨发展策略，举旗定向。二是调
整优化“开门红”重点业务营销方案和
经营目标考核办法，实行浮动加分，激
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三是加大费用保
障力度，将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调动
员工工作积极性。

青阳农商银行在今年年初召开动
员大会，把存款业务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按月召开工作例会，通报阶段性业
务发展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布置针对
性措施，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行报等渠道，不定期发布存款产品信
息；依托物理网点，采取海报、册页、电
子显示屏、流动车等方式宣传存款服
务，推广存款产品；加大与媒体合作力
度，通过投放高炮广告、站台广告、电
视广告扩大产品宣传范围；充分发挥
大堂、柜面平台功能，增强面对面营销
意识，积极挖掘客户需求，主动“走出
去”开展外拓营销，进机关、进企业、进

商户、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上门提
供优质金融服务，争取各类市场主体
开户存款。

青阳农商银行坚持深入走访，对
接重点客户。一是制定金融服务“家
家到”活动方案，深入推进“百行进万
企”活动，健全走访交流机制，精准对
接，分类施策。二是紧盯各项财政资
金，由领导班子挂帅，加强与地方党委
政府、财政部门、拆迁办等沟通协调，争
取低成本存款。三是走访企业大客户，
维系好对公账户、监管账户、保证金账
户等账户资金，稳存增存，回笼资金。

青阳农商银行还建立了党委班子
成员包片、机关部门包点督战机制，形
成“人人营销存款”工作格局，采取党委
班子成员调研机制，明确每位班子成员
每年开展调研不少于 30次，切实帮助
困难网点打开工作局面，基本实现各网
点存款业务“百花齐放”。 李广辉

青阳农商银行主动“走出去”营销

实现存款业务快速增长
井研县农信联社

普及金融知识进校园
近日，四川省井研县农信联社协同中

国人民银行井研县支行走进井研县高级
职业中学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主要从反洗钱、反诈骗、反
假货币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四方面进行宣
讲。活动现场，井研农信联社接受了500
余名师生的金融知识咨询，提高了大家
的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王钰莹

近日，河北省临漳县农信联社在
临漳县习文乡张彭城村召开“整村授
信”启动大会。该联社党委委员、副
主任苗庆军表示，按照“整村推进、信
用评定、批量授信”方式为村民提供
规模化金融服务；结合当地经济特点
和实际情况，细分客户群体，实施精
准服务，切实解决“三农”和小微客户

“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实现贷款更

便捷、服务更优质、扶持更精准、信用
环境更良好的目标。

该联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姚永召
表示，为将“整村授信”活动成果真正
转化为支持村民生产的“真金白银”，
临漳农信联社将办公地点直接移到村
上、搬进农户家里，利用休息时间逐
村、逐户开展普惠签约工作。同时，优
化贷款操作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大力

开发信息采集、贷款受理、线上审批等
功能，努力实现“数据多跑路，村民少
跑腿”，让客户业务办理“最多跑一
次”，甚至“一次都不跑”。

临漳农信联社充分发挥金融“主
力军”作用，全方位开展“整村授信”工
作。截至目前，已完成张彭城村、靳彭
城村、公界村的信息采集 291户，信息
采集率达到95%。 宋小玉

为盘活信贷存量、净化诚信环
境，湖南辰溪农商银行以省联社“压
不良、控风险”自主现金清收攻坚活
动为契机，开展不良贷款“清收风
暴”活动。此次活动，总行党委班子
成员亲自挂帅，全体员工与清收公司
协同作战，进村舍入农户，到田间下
地头，扫社区穿县城，奋战在不良清
收前沿。

该行充分利用自媒体宣传清收政

策，与联通公司签订了职能语音催收
相关协议；在县城、乡镇、村庄张贴《致
逾期贷款客户的一封信》；通过营业网
点LED、电视媒体、微信平台在全县营
造清收舆论氛围，达到震慑“老赖”的
效果。

清收人员通过查询贷款、征信资
料，联系原贷款责任人、村委成员、金
融三员以及村中有威望的同志等多种
渠道查找线索，全员联动，精准打击。

同时利用休息时间对不良贷款逐户逐
笔进行上门催收。

目前，辰溪农商银行正大力开展
“清收风暴”PK 活动，确保日日有进
展、户户有进度，逐步打开“清一户、震
一方、带一片”清收局面。该行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建立不良贷款清收长
效机制，坚持清收制度化、常态化，为
推进辰溪诚信体系建设做贡献。

欧阳思思

辰溪农商银行全员联动清收不良贷款

临漳县农信联社逐村逐户开展“整村授信”

遂平农商银行

开展读书会活动
10月14日，河南遂平农商银行开展

“红色诵读铭初心，三比三创显担当”主
题读书会活动。此次读书会旨在调动全
员阅读积极性，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良好氛围，倡导全员养成“崇尚
读书、以文健身”的良好习惯，把“三比三
创”活动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有效结合
起来，用“比”决心和“创”恒心凝聚合力，
为发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实
体经济做贡献。 崔祥

润昌农商银行

关爱职工家庭教育
10月16日，山东润昌农商银行开展

“换种方式做父母”家庭教育讲座，邀请的
教师传授了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技巧，同时
引导父母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注意营
造良好家风。润昌农商银行纪委书记、监
事长赵士亮表示，关爱职工家庭教育，打造
和谐家庭，鼓励职工多发挥自己才智，开创
更加美好的润昌农商银行。 马景霄

岫岩农商银行

推出“金信两权惠农贷”
辽宁岫岩农商银行自推出“金信两

权惠农贷”以来，解决了农民贷款无抵押
物、缺乏创业启动资金等难题。今年 3
月，正当岫岩县石灰窑镇同江峪村农民
王国富为建蘑菇大棚缺资金而发愁时，
石灰窑支行信贷员赵立伟主动上门，询
问他的资金需求情况，并为他办理了 5
万元“金信两权惠农贷”。如今，王国富
已建蘑菇大棚4个，获利约5万元。近两
年，岫岩农商银行累计发放普惠金融类
贷款11.02亿元，同比增长63.36%。

孙良海 童鑫

金秋时节，走进贵州省剑河县岑松
镇平加村红阳猕猴桃基地，金黄一片，
硕果累累。种植园里，邰文和几个工人
正在采摘猕猴桃，“今年基地迎来丰产
期，3.33公顷猕猴桃，约能采收1万千克，
预计收入20余万元。”八年的精心种植，
邰文终于将猕猴桃种成了“致富果”。

说起猕猴桃能开花结果，邰文表
示，得益于剑河农商银行金融“活水”持
续浇灌。

42岁的邰文，是剑河县岑松镇苗榜
村人，早年外出打过工、经过商、种过马
铃薯。2012 年，邰文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经过走访了解、市场调研后，到剑河
农商银行岑松支行贷款 3万元，在岑松
镇平加村流转土地3.33公顷，种植红心
猕猴桃树苗。

作为剑河县最早一批种植红阳猕
猴桃的邰文没有经验，为此他不断学习
栽培技术，除了研读书籍外，还到浙江、
四川以及贵州修文、六盘水等地学习种
植技术。学习到先进技术后，邰文想对
种植园进行重新规划，但发展资金紧
缺。正当邰文发愁时，剑河农商银行岑
松支行主动上门提供信贷服务，2013年
7 月，该行向邰文发放 2 万元贷款用于
猕猴桃园区改造，2014 年 4 月，向邰文
发放3万元贷款用于田间管理。

在邰文的精心管护下，猕猴桃果树
长势喜人，眼看挂果在望，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2015年冬，猕猴桃树遭受冰冻
灾害，大部分果树被冻坏，损失惨重，三

年的辛苦没有产生收益，还陷入了负债
危机。正当邰文进退两难无法筹集资
金的时候，剑河农商银行岑松支行于
2016年3月9日、29日和4月8日利用扶
贫再贷款匹配资金再次向邰文发放3笔
贷款，期限 3 年，年利率执行 4.75%，帮
其渡过难关。

邰文得到资金支持后，重新采购红
阳猕猴桃树苗，并一边加强学习管护知
识，一边请剑河县有关部门技术人员现
场指导。2018年，3.33公顷猕猴桃顺利
挂果，但由于授粉不充分，猕猴桃产量
不理想。

2019年，邰文聘请当地贫困户到种
植园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在座果率得到
保障前提下，果园迎来丰收。国庆节期
间还吸引了游客到园区采摘，0.75万千
克猕猴桃全部卖完，收入18万元。得到
收入后，邰文第一时间到剑河农商银行
归还了部分欠款。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为落实稳企业保就业支持产业发展政
策，人民银行剑河县支行和剑河农商银
行深入种植园了解其发展资金需求，于
2020年 3月 20日和 31日利用专项再贷
款发放两笔“抗疫民生贷”，金额 25 万
元，年利率执行4.55%，让金融“活水”持
续精准浇灌，促进产业发展。

截至 2020年 9月末，剑河农商银行
累计向邰文发放贷款 94.45 万元，用于
发展猕猴桃产业，猕猴桃基地也带动了
5名贫困户就业脱贫。 李秋燕

剑河农商银行浇灌金融“活水”

让猕猴桃变身“致富果”

图为剑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猕猴桃种植基地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