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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进富
通讯员 胡松涛代高乐

近年来，河南渑池农商银行充分
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全力开展
金融扶贫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
攻坚，践行“服务三农、改善民生”的庄
严承诺。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渑池农商
银行积极参与三级金融扶贫服务体
系建设，从扶贫贷款信息采集、贷款
受理、项目审核、贷款发放全程参与，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扶贫作用明显
的龙头企业、全县农户、农村专业合
作社及其他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提供
快捷、高效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同
时，该行成立金融扶贫领导小组，各
乡镇网点成立金融扶贫工作队，实行
领导包片、部室包点的分片包干责任
制；客户经理对接、走访贫困户，对扶
贫贷款集中的行政村实行集中授信、
集中发放。

面对贫困户对金融扶贫政策的不
熟悉，渑池农商银行以各乡镇机构为
宣传阵地，通过LED屏轮流播放脱贫

攻坚相关信息，摆放宣传彩页，张贴海
报，并借助“扶贫日”、大型活动等有利
时机，开展金融扶贫政策宣传。同时，
抽调业务骨干到全县 12 个乡镇对乡
村两级扶贫干部进行金融扶贫政策宣
传，组织员工进村入户发放“金融扶贫
政策宣传明白卡”，向建档立卡贫困户
宣传金融扶贫政策以及适用的金融产
品和借款人应尽义务，定期回访了解
贫困户潜在的金融需求。

2019年10月29日，来自渑池县12
个乡镇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在渑池县
仰韶镇中涧村广场齐聚一堂，中涧村
村民在台上举着 2万元至 5万元金额
不等的牌子兴奋不已。原来，渑池农
商银行在这里开展普惠金融访百村暨
整村授信授牌仪式。该行为村民们提
供“家庭备用金”，贫困户更是可以享
受到扶贫贷款优惠政策。截至 10 月
末，该行已累计对 229 个行政村开展

“整村授信”，占县域行政村总数的
97.03%，授信 4802 户 2.4 亿元，用信
1448户、9800万元。

“两椒一药”是渑池县贫困户发展
生产的重要产业之一。为了更好地助

力贫困户脱贫，渑池农商银行积极与
县党委、政府对接，创新推出“两椒一
药”特色小额扶贫贷款，以“花椒”“辣
椒”带动贫困户开启致富路。截至目
前，“两椒一药”特色小额扶贫贷款已
累计发放 1299笔、237万元。目前，渑
池丹参成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不
召寨村花椒远近闻名，“渑池柴胡”“笃
忠辣椒”等名优品牌不断叫响，农业产
业化发展活力十足。

为支持特色产业发展，渑池农商
银行大力开展“阳光信贷”工程，公开
金融扶贫贷款政策、信贷产品、办理流
程、服务承诺，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
公开投诉电话、举报信箱，鼓励群众积
极开展监督，使信贷办理过程规范化、
公开化、透明化。该行还建立扶贫贷
款“绿色通道”，开设扶贫信贷专柜，优
先办理扶贫贷款，实行限时办结制，并
以科技为依托，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线上扶贫贷款申请业务。

如今，在渑池农商银行的金融支
持下，金融“活水”更多地引入到农村，
增加了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越来越
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渑池农商银行构建服务体系

做金融精准扶贫践行者
泊头市农信联社

创建首批信用示范点
11 月 4日，河北省泊头市农信联

社开展整村授信示范推进工程，首
批创建两个信用示范网点、两个示
范村。该联社成立领导、督导、宣传
保障、执行四个小组，全面落实工作
开展；联社领导班子包挂督导信用
示范网点，客户经理分区帮扶学习，
示范网点每周至少进行 3 天走访签
约工作，确保整村授信工作常态开
展；以用信体验指标为基础，扩大签
约授信面，整体签约工作以“备用
金”为理念，抢占客户心智，引导客
户体验。 林志鹏

城固县农信联社

提振员工“精气神”
11月14日，陕西省城固县农信联

社工会组织员工举行了“金秋送爽迎
丰收，健康快乐徒步行”活动。此次活
动既锻炼了员工身体，同时也提振了
广大员工的”精气神”，员工们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和团结拼搏的精神为联社
更好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乔静

贵港市区农信联社

实施“万名农信先锋进万村”
今年 8 月，广西贵港市区农信联

社党委启动了推广“党旗引领+金融
先锋”模式，实施“万名农信先锋进万
村”工程，服务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截至10月末，辖区共选聘
金融专员102人，全覆盖27个乡镇(街
道办)、437 个村，覆盖率 100%。该联
社深入实施“万名农信先锋进万村”工
程，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
收”贡献农信人的力量。 闭佩玲

伊通县农信联社政务大厅分社

荣获“文明服务示范窗口”
11 月 5日，吉林省伊通县县委宣

传部举行了2020年度全县“文明服务
示范窗口和文明服务明星”表彰暨文
明行业窗口创建交流会。伊通县农信
联社政务大厅分社被评为县“文明服
务示范窗口”，伊通县农信用联社营业
部对公记账员吴晓彤、渠道管理部服
务管理员那娜、伊丹信用社大堂经理
刘艳红被评为县“文明服务明星”。此
次评选活动为该联社 2021 年更好的
服务伊通人民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一楠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于鹏

今年以来，江苏泰兴农商银行强化
金融支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支持农
户农业生产，多措并举助推“六稳”“六
保”质效提升。截至 10月末，该行各项
存款余额 295.1 亿元，较年初增加 29.8
亿元，增幅 11.2%；各项贷款余额 209.2
亿元，较年初增加18亿元，增幅9.4%。

该行积极构建稳根固基向心力、强
化政策落地执行力、增强服务实体穿透
力、突出移动金融影响力、提升规范管
理控制力“五力”融合，建设高标准党建
生活馆，构筑集党史宣讲、活动开展、荣
誉展示于一体的党建“主阵地”；以提升

“首贷户”占比为抓手，推出“税企通”
“小微置业贷”“小微快捷贷”“房抵贷”
“快E贷”“存E贷”系列产品，优化信贷
流程，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持续开
展“百行进万企”活动，走访企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把稳企业
保就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做大增
量、做好降价、做实提质、做强扩面、做
优策略上下功夫，推动信贷投放、资金
运作提质增效；统筹抓好线下、线上渠
道，做实线下点对点跟踪服务，做强线
上移动金融服务，做优场景应用，自建积
分商城，研发上线“金融云营销”平台，消
费金融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自建联动
整改系统和信贷基础管理系统，构建全
员参与、全员有责的案防工作责任体系，
开展全员家访活动；按照分类管理、责任
到人的要求，结合行业、客户的特点，“一
户一策”制定化解方案，全面推进不良资
产和风险隐患资产的清收、处置和化解
工作；推进“六稳”，落实“六保”。

下一阶段，泰兴农商银行将以更强
的执行力，提升服务实体质效，努力在
稳就业、保市场主体方面贡献更大的

“农商力量”。

泰兴农商银行增强服务能力

多措并举推进“六稳”“六保”

秋收以来，河北广宗农商银行针对秋收资金需求短、频、急特点，做到应贷尽贷、能快尽快。自7月以来，该行先后
为163户农户、秋粮收购商发放秋收贷款4570万元。同时，该行各党支部开展了“助力百姓丰收”主题党日活动，党员
走进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摘银花、摘西瓜、锄菜园、剥玉米。9月，该行全体干部职工通过电商渠道畅购该县农产品，助
力消费扶贫，以实际行动彰显为民担当。图为广宗农商银行上门受理农户贷款意向。 李焕生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吕丽

2020 年下半年以来，江苏赣榆农
商银行围绕试点乡镇连云港市赣榆区
厉庄镇联建项目，在全辖内开展上门
对接、金融助力和跟踪服务。截至 9
月末，全行各项贷款余额 139.5 亿元，
较年初增加16.53亿元，增幅13.44%。

为配合连云港市赣榆区农村集中
居住和镇村布局规划建设，赣榆农商
银行制订了“美丽乡村”整村授信实施
方案，并及时发布了“安居贷”贷款产
品，搬迁农户授信贷款可用于补缴安
置房差额款、乡村房屋统一建设、房屋
装修、购买家具家电等，第一时间为搬
迁农户解决后顾之忧。在试点乡镇，
厉庄镇涉及搬迁的上小山村、坝东村、
汤元岭村、谢湖村等 4 个村已完成整

村授信，授信农户 369人，预授信额度
约 5000万元。目前，“安居贷”累计发
放 67 笔、金额 353 万元，全辖共发放

“安居贷”195户，金额2611万元。
赣榆农商银行还围绕银监局“百行

进万企”、省联社“推动三访三增”等专
项活动，组织普惠金融部、公司业务部、
厉庄支行等相关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企
业生产一线开展入户宣传、金融助力和
后续服务保障工作。涉及试点乡镇厉
庄镇的企业共222户，该行实际走访对
接219户，成功对接170户，对接成功率
77.63%，并为 13户有融资或增信需求
客户授信1400万元。今年，该行“百行
进万企”任务数592户，截至9月末，实
际走访数 942户，超额完成 159.1%；个
体工商任务数 19068 户，实际走访数
21503 户，超额完成 112.7%；新型农业

主体任务数 1141户，实际走访数 1677
户，超额完成146.9%。

根据“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金
融服务工作要求，该行通过内部定价
机制为联建项目企业减费让利，降低
联建项目成本，确保政策红利传导到
联建项目；定制个性化金融产品，增加
了信用担保方式授信额度，解决了企
业担保难题；开通联建项目授信绿色
通道，依托线上线下营销平台，简化业
务办理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提升联建
项目金融服务便利。

经梳理，赣榆区联建项目共 540
个，涉及联建企业 378 户。截至 9 月
末，全行已走访联建企业 169户，其中
已授信65户，授信金额7.15亿元，比年
初增加 3150万元；用信金额 5.9亿元，
比年初增加1.47亿元。

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河
南邓州农商银行积极开展多项金融帮
扶工作和公益扶贫活动，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践行社会责任。

该行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扶贫帮扶工作队，深入了解贫困户
的资金、生活需求，为周转困难的贫困
户提供信贷支持；制定《邓州农商银行
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方案》，探索运用

“党建+普惠金融”模式推进金融扶贫
工作，让金融扶贫更加精准、有效，做
到真扶贫、扶真贫。该行与全辖所有
贫困村党支部对接，与村支两委一道
对全辖 3.6 万余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进行摸底调查，逐村、逐户建立扶贫档
案，实现贫困户和基层网点有效衔接，
确保全市金融扶贫无缝隙、无死角、全

覆盖；将“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
扶贫，探索运用“政府+农商银行+企
业+贫困户”的模式，建立“政府担保、
银行让利、企业带动、贫困户受益”的
联动机制，创新“精准扶贫企业贷”，提
升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简化申贷
手续，提升审批效率，重点支持“一村
一品、一乡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断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植养
殖大户、致富带头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的支持力度，创造就业岗位，带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

该行按照“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
务”的要求，以网点为依托，加大自助
银行设备的布设力度，加快农村金融
自助服务点建设和电子银行推广力
度，为客户提供 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

的金融服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覆盖
面和便利度；开展“金融知识下乡”“金
融知识万里行”等主题活动，引导贫
困户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促金
融；开展电商扶贫，借助“金燕 e 购”
商城，为滞销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引导对贫困户带动作用较大的龙头
企业进驻“金燕 e 购”商城，挖掘当地
特色扶贫农产品，协调商户做好选
品、物流、质控等工作，已帮助辖内 11
家商户上架。如光照黄酒、八马茶
业、丹江渠首黄金梨、火龙果、土鸡
蛋、锦桥抽纸、丝巢燕窝以及红薯、黑
米、黑豆、油、蜂蜜等 72 款产品至“金
燕 e购”商城，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
道和农户的增收手段，解决了农产品
滞销等问题。 黄进昌 杨易辰

罗会金是江西省奉新县仙宝梯田
有机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
人，他所在的家乡奉新县澡溪乡下宝村
是一个山好、水好、空气好的地方。但
几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省级贫困村。

2011年，罗会金打听到皇菊在市场
上卖价特别好，就瞄准了皇菊种植。短
短两年，在江西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
下，他种出了最好的皇菊，贵的一朵卖
到 90元，市场越做越好，可就是做不大
规模，到了 2016 年，才做到二十几万
元。恰好这时，奉新农商银行结合整村
推进工作，上门上户宣传金融脱贫政
策，罗会金立刻向该行客户经理说明了
自己想扩大合作社规模的情况。奉新

农商银行经实地调查后，通过产业扶贫
贷款，贷给罗会金50万元，当年罗会金
就将销售规模做到了 100万元，并带动
了周边12户贫困户就业，还把产品扩大
到高山大米、香菇、木耳、明笋等几十个
品种，做响了自己的品牌。

2019年，奉新农商银行又追加了30
万元扶贫贷款给仙宝梯田专业合作社用
于购买冷冻设备；今年3月又发放了30万
元“复工贷”支持该合作社复工复产；5月，
县政府组织仙宝梯田合作社在“520”直播
带货，奉新农商银行又贷给该合作社100
万元，当天直播销售额就达170万元，把
皇菊生意做向了全国各地。

熊国鹤 李绪平

为保障企业复工复产，浙江嵊泗农
商银行着眼恢复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降
低小微企业转贷成本，走访小微企业
100 余户，发放贷款 15.67 亿元，新增发
放支持海岛特色产业贷款7746万元。

嵊泗县枸杞乡是中国贻贝主产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数贻贝加工企
业出口基本停滞，内销受到较大限制。
同时，夏季台风过境，使不少贻贝养殖
户遭受损失，出现资金短缺问题。嵊泗
农商银行在走访对接大量养殖户和企
业后，及时推出“贻贝养民证”贷款，并
根据嵊泗县各乡政府向贻贝养殖户发
放“贻贝养民证”，给予持证养殖户最高
可达50万元的贷款额度，其中每户可享
受优惠利率贷款10万元。

旅游业是嵊泗县支柱产业，随之也

带动了嵊泗县民宿产业的发展。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嵊泗县旅游业被按
下暂停键，多处正在动工的民宿工人无
法开工，订购物料无法正常发货，资金
周转遇到困难。为让民宿业主快速复
工复产，嵊泗农商银行推出民宿“普惠
贷”，再通过特色贷款（如首惠贷、担保
创业贷款、巾帼创业贷款等）加以辅助，
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组合贷款支持渔
家民宿恢复建设和经营。

“无缝转贷通”业务是嵊泗农商银
行转贷业务的创新之举，在复工复产大
背景下，嵊泗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主动走
访企业，做好银企对接等相关金融服务
工作，协助指导其提交“无缝转贷”申
请，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

郑天宇 朱虹

一道浸润着鲜辣汤汁的秘制红烧
鱼上桌，这是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沱东新区的勇刚饭店新开发一道特色
菜品，众人品尝后赞不绝口。“现在不偷
懒，有干劲了吧！”品菜的老友之一、资
阳农商银行丹山支行客户经理汤一军
打趣道。

廖某刚，丹山镇梁家村人，家中双
亲常年体弱多病，导致一家因病致贫，
早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前廖
某刚游手好闲，是让人头疼的贫困户，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引导下以及资阳农
商银行的金融帮扶下，他在家挖鱼塘搞
养殖，还在城里开餐馆，不到两年时间，
就脱贫摘帽。

1995 年，廖某刚南下广州。2000
年，因打架伤人，被判刑 5年，留下双亲

在家。刑满释放后，他看到双亲老去，
唤醒了他心底的良知。为就近照顾双
亲和偿还债务，廖某刚利用家里闲置土
地，挖池塘发展水产养殖。但因没有技
术，借钱买的首批鱼苗、虾苗活下来寥
寥无几。当时上门宣传扶贫政策的资
阳农商银行丹山支行客户经理汤一军
在走访中了解到廖某刚的困境后，向他
推荐了小额扶贫贷款，并在办理扶贫小
额信贷过程中提供“一站式”服务。

有了启动资金，廖某刚扩建了池
塘，购买了鸡鸭鹅，扩大了养殖规模，他
家的鱼虾和家禽逐渐得到了市场认可，
前来订购的客户络绎不绝。2018 年年
底，他就脱贫摘帽了。2019年年中，廖
某刚还在沱东新区靠近医院附近开了
一家中餐馆，生意越做越红火。 刘雪婷

3月以来，新疆阿克苏农商银行把助力商户复工复产作为落实“六稳”“六保”的具体
体现。截至11月11日，该行累计办理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贷款4119笔，金额2.6亿元，
发放笔数和金额均超过辖内金融机构发放总额的75%，在全疆农信系统83家行社排名
第二。图为阿克苏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正在为个体工商户办理复工复产贷款。 李蓉

麻阳农商银行

优质文明服务获肯定
11月 9至 10日，湖南省农信联社

怀化办事处组织优质文明服务及“示
范党支部”检查、验收工作第三片区小
组对麻阳农商银行辖内营业部、岩门、
城兴、高村、兰村等五个网点及“示范党
支部——兰村支行支部”的工作情况进
行检查。检查组通过现场打分考核验
收，对该行的优质文明服务及“示范党
支部”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评价，促
进了该行在党建引领及优质文明服务
工作开展。 唐代勇

辰溪农商银行

开展大额资金往来专项抽查
近日，湖南辰溪农商银行全面开

展员工与客户大额资金往来专项整治
抽查工作。此次抽查工作由总行党委
统一领导，成立了由董事长任组长，其
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稽核审计部、纪
检监察室、内控合规部、信贷管理部等
部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抽查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专项整治工作由稽核审计部
负责，相关部室密切配合，确保专项整
治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欧阳思思

新昌农商银行

为“农创客”授信5000万元
近日，在浙江省新昌县农创客发

展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新昌农商银行
现场授信 5000 万元，用于支持“农创
客”自主创业，打造更好的创业环境，
吸引更多的“农创客”投身农村创业创
新。该行开发了“美丽乡村贷”专项贷
款产品，用于扶持各类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土地整治、全域旅游、农村综合改
革示范试点及农业产业发展等一系列
项目截至 9 月底，全行涉农贷款余额
106 亿元，共发放“美丽乡村建设贷”
316 户，贷款余额 3.8 亿元，使农村建
设与农户创收融资无忧。 梁盼盼

邓州农商银行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让金融扶贫更精准有效

赣榆农商银行开展上门服务

金融赋能“企村联建”项目

奉新农商银行提供贷款支持

帮合作社扩大种植规模

嵊泗农商银行创新贷款产品

满足地方特色产业资金需求

资阳农商银行发放小额贷款

助贫困户走上脱贫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