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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贵州省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推农民脱贫增收，贵州普安农商银行紧紧围绕支持“三
农”产业不放松，积极支持烤烟种植、茶叶种植加工产业抗疫复工。疫情期间，普安农商银行通过减费让利，提升烤烟农户、茶叶种植
户、茶叶加工小微企业贷款获得率。图为该行支持的茶企。 肖 英

基层讯息

都匀农商银行

量身定制“坝兴贷”
近年来，贵州省都匀农商银行平

浪分理处量身定制“坝兴贷”等信贷产
品，抓紧金融信用工程建设，让建档评
级授信的信用户享受贷款优先、服务
优良、利率优惠的“三优政策”待遇。

同时该行在疫情防控期间，指导客
户应用“黔农云”APP线上申贷，使贷款
更加便利化，满足了坝区农业产业信贷
资金需求。截至3月10日，已线上放贷
21笔，金额82万元，线上申款客户比上
年同期增长20%以上。韦毓璋 黄兴玲

固阳县农信联社

推出“黄芪贷”金融产品
日前，内蒙古固阳县农信联社创

新推出“黄芪贷”特色产品，全力保障春
耕备耕资金及时到位，做到春耕备耕
信贷需求应贷尽贷。据了解，“黄芪贷”
一经推出，立即受到了固阳县广大黄
芪种植户的欢迎。仅3月4日当日授信
额就达到694万元。

“黄芪贷”是固阳县联社根据客户
目前囤积的黄芪数量、种植亩数、秧苗
数量以及今年的种植计划等情况综合
评定授信额度，最高授信30万元，利息
抵御农户其他贷款品种利率。 菅 强

旌德农商银行

对接农户春耕备耕需求
年初以来，安徽旌德农商银行以

“金农信e贷”线上产品为抓手，通过电
话、微信和实地走访等方式，主动对接
农户和小微企业主，摸清他们春耕备
耕和复工复产的资金需求。同时，该
行协调农资经营户，实行资金优先、服
务优先理念，全力支持农业生产，助力
特色产业，做到了疫情防控、支持春耕

“两不误”，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 程 晶 周 伟

磐石农商银行

筹备3亿春耕备耕资金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吉

林磐石农商银行安排3亿元春耕备耕
专项信贷资金，全力支持县域农业企
业和农户春耕备耕。截至目前，该行
累计发放备春耕贷款1.03亿元，其中
农户备耕生产贷款3523万元，农业企
业备耕生产贷款6784万元，为辖内春
季农业生产提供了资金保障。

为不误农时，疫情防控期间，该行
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及时了解农业
企业和农户的生产计划和资金需求，
并通过微信等线上渠道，全面宣传涉
农信贷产品和利农惠农优惠政策，为
农户吃下“定心丸”。 刘 超

寿阳农商银行

开通春耕贷款绿色通道
为优先保障春耕备耕资金支持工

作有序开展，山西寿阳农商银行储备
专项资金1亿元，开辟了春耕备耕贷款
发放“绿色通道”，依托“丰收盈”系列产
品中的“农资贷”“农机贷”“寿粮贷”，
简化优化信贷流程，提高授信额度，降
低资金成本，加快资金的发放。截至
目前，该行涉农贷款累放2.28亿元，农
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到 7795.54 万
元，储备放款意向71笔、1880.8万元。

该行还积极与农资经销门市联系，
了解玉米种子、化肥等农资的储备情况，
及时与粮食购销企业了解流动资金需求
情况，同时与管理部门和农资相关企业
进行协调，融入紧张的农资储备工作，坚
持做到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手抓、两
不误”，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春耕备耕工作
顺利有序进行。 赵 亮 冀玉琪

沭阳农商银行

为春耕备足资金“粮草”
为助力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江苏

沭阳农商银行组织客户经理对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主、农资经营户等上门走
访，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种粮大户播种、
搭建大棚等，确保春耕备耕资金早投
放，并通过扶贫再贷款等方式，为春耕
备耕备足“粮草”。

该行优先满足传统农户特别是贫
困户购置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生
产资料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需求，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农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资生产供应企业
等，在原有的授信额度基础上，主动给
予新增授信。 胡玲玲

又到春耕备耕时，湖南祁阳农商
银行抢前谋划部署，实行精准施策，加
大信贷投放，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全力做好春耕备耕金融服务。年初以
来，该行已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1.49 亿
元，同比增加0.32亿元，涉农贷款同比
增速为5.14%。

祁阳县羊角塘镇泉口村张海洋通
过土地流转900多亩稻田，今年需要买
台新式旋耕机，可资金不够，又因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已耽误了半个多月，
如错过时节，将严重影响春耕。了解情
况后，该行羊角塘支行客户经理实地调
查，通过“一对一”方式精准对接，及时
发放5万元“农机贷”贷款，解决了张海
洋的燃眉之急。

年初以来，祁阳农商银行紧扣疫情
防疫和春耕生产两条主线，对粮食生产

贷款早准备早谋划，实行农机贷款先
行，为农民排扰解难。目前，已支持农
民购买各类“铁牛”3000多台，确保了全
县有序开展春耕生产。

祁阳县浯溪街道沿江村是全省有
机蔬菜基地，每天为全县城乡居民提供
10吨左右的新鲜蔬菜。“过完春节后，我
在农商银行借信用贷款两万元，及时买
回了种苗、化肥、地膜等农资资料。疫
情防控时期，我错峰到菜地干活，春耕
生产不耽误，确保不减产、不减收。”村
民贺熙权高兴地说。疫情期间，祁阳农
商银行累计发放了30多万元，帮助该
村翻耕菜地3000多亩，抢种各类蔬菜
瓜果2000多亩。目前，通过祁阳农商
银行支持，全县已计划落实全年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134.5万亩，蔬菜种植面积
42万亩，出栏生猪90万头。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机，祁
阳农商银行深入生产一线，了解农业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及
农户信贷需求，推出“粮食贷”“生猪贷”

“油茶贷”等惠农贷款。观音滩镇邓小
华今年流转500多亩土地准备种植水
稻，已全部翻耕，急需资金买种子、化
肥、农药、农具等。了解情况后，该行上
门为她办理了“粮食贷”10万元。

为提高支农效率，祁阳农商银行
还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支持春耕备
耕生产工作的通知》，并以支行为单位
成立了信贷支农小组，开辟春耕备耕
贷款绿色通道，运用微信群、短信等互
联网办公方式，及时联络农户掌握春
耕备耕需求，推荐使用“掌上贷款”，农
民足不出户在线上就可申请春耕生产
贷款。 陈春仲

祁阳农商银行精准施策

加大信贷投放支持春耕备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北省乐
亭县农信联社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
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全力支持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工作。截
至目前，该联社已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237 笔、1127万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强
大力量。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亦是
春耕备耕的重要时期，为切实做好春季
农业生产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该联
社领导班子“未雨绸缪”，提早安排，积
极配置信贷资源，持续优化金融服务，

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同时，该联社通过
公众号、电子屏、朋友圈宣传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农信e购、快捷支
付等“非接触式支付”渠道的功能和使
用方法，使客户在家就能实现方便快捷
的金融服务。

此外，该联社积极发挥服务“三农”的
主场主业优势，着力加大对春耕生产的信
贷支持力度，保证春耕备耕顺利开展。截
至目前，该联社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1.62
亿元，较年初增加987万元，一笔笔及时
到位的信贷资金，为春耕生产播撒了“及
时雨”，注入了“强心剂”。 李思佳

乐亭县农信联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优化金融服务保障春耕备耕

恰逢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为帮助
农户切实解决疫情防控期间春耕备耕
信贷难题，新疆轮台农商银行积极与轮
台县政府进行沟通对接，了解掌握全县
农民春耕备耕资金短缺情况，并提早安
排部署，积极配置信贷资源，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转变服务方
式，加大线上信贷产品的推广力度，确
保春耕备耕资金足额到位。

前不久，轮台农商银行安排辖内5
个农区支行陆续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了
解当前疫情防护情况及农户春耕需求，
探讨如何更好地助力春耕生产服务。
特殊时期，该行倡导“错峰办公”，要求
各支行信贷人员错峰上门收集信贷客
户资料，减少客户聚集及客户等待时

间；各支行设立“疫情期间春耕绿色通
道”，对符合要求，急需资金的农户简化
流程，及时调查及时放款，确保不误农
时；对春耕备耕资金实行利率优惠，真
正做到亲农惠农，切实减惠让利，确保
春耕工作顺利开展；利用贷款停息、展
期及还款方式变更等缓释方式帮助存
量受困农户渡过难关。据统计，疫情期
间，该行累计入户办理春耕备耕贷款
447户、金额758.7万元。

此外，轮台农商银行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坚持疫情防控与信贷支持春耕
备耕生产“两不误”，确保疫情期间金融
服务“不打烊”，全力以赴保障春耕备
耕，为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稳定贡
献轮台农商银行力量。 邓和平

轮台农商银行配置信贷资源

确保春耕备耕资金足额到位

为解决客户疫情期间出行不便的
困难，作为以服务“三农”为己任的地方
金融主力军，江西全南农商银行充分发
挥线上产品优势，主动对接“三农”客户
融资需求，积极引导客户通过线上渠道
申请“百福快贷”“创业百福e贷”等贷款
业务，为农副产品生产和春耕备耕农资
供应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截
至2月25日，该行已累计发放“百福快
贷”“创业百福e贷”320户、425笔、贷款
金额1025万元。

月满秀是全南县远近闻名的种植能
手，自2013年务工返乡种植果园以来，
她创立的南高蓝莓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已发展成为全南县第一家集葡萄种植、
蓝莓种植、桑葚种植、草莓种植、苗木种

植、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种植基地，
年利润近150万元的县域重点企业。

今年，月满秀计划开春贷款购买种
子扩大蓝莓生产规模，不曾想却被这突
如其来的疫情“困”在了家里。就在月
满秀一筹莫展之际，她想到了全南农商
银行的客户经理曾介绍过线上渠道可
以办理贷款，月满秀赶紧拿起电话联
系。一边看着视频里客户经理的演示，
一边用自己的手机操作，月满秀很快就
从手机上顺利获得额度50万元的“百福
快贷”，看着手机上的贷款到账短信，月
满秀特别高兴地向客户经理说:“农商银
行的效率确实高，让我们在家也能通过
手机发放贷款，这下购买种子化肥不用
愁了！” 黄文莉

全南农商银行发挥产品优势

引导农户线上申请贷款

自疫情发生以来，陕西省铜川市农
信系统及时运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
项金融支持政策，紧扣陕西省联社“支
持小微民生八条措施”“支持复工复产
十条措施”“秦e贷”“战疫快贷行动”线
上贷款利率优惠活动，开辟金融服务绿
色通道，集中政策资源、人力资源，为全
市疫情防控和春耕提供了有效金融支
持。截至目前，铜川市农信系统已累计
发放支持防疫抗疫相关贷款2.57亿元，
其中向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复工复产
客户发放贷款1.17亿元，向春耕备耕客
户发放贷款1.4亿元。

“在这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没想
到贷款这么快就办下来，太及时了，而
且利率这么低，真是帮了大忙了！”说起
刚拿到的50万元贷款，铜川市耀州区
石柱镇涉农小微企业主王炳军难掩内
心的喜悦之情。近日，陕西省铜川市农
信系统成功发放了陕西省第一笔运用
人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资金的涉农贷款。

在各村组封闭管理和春季务农关
键点，铜川市农信系统合充分发挥“秦e
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信贷服务优势，
利用微信公众号、“双基联动”工作站、

行业客户服务群、业务预约小程序等，
收集金融需求信息，引导客户线上办理
业务，对线上授信不能满足需求的、由
客户经理线下精准对接，全力保证春耕
贷款资金不误农时、不误急事。铜川市
印台区阿庄镇农户王军民是种猪养殖
大户，因疫情影响猪崽出售，急需信贷
资金支持。2月26日，通过陕西信合金
融服务热线提出贷款需求，印台区联社
立即安排客户经理前往王军民养殖场
采集信息，次日一早就为该客户发放了
5万元农户小额贷款。宜君县农信联社
通过电话、微信、短信、“双基联动”工作
群等方式积极联系，为外出务工返乡人
员授信65户、558万元，确保他们春耕
生产不受影响。耀州区坡头镇农户封
武权种植有果园8亩、养鸡4000只，因
疫情影响鸡蛋销量，资金回笼不畅，果
树施肥、购买饲料周转资金不足。耀州
区联社客户经理入户时得知这一情况，
现场使用Pad采集信息，指导客户使用
手机成功签约“e农贷”3.7万元。他说，

“刚打了几个电话借钱，大家手头都不
宽裕。这下好了，有了信合‘秦e贷’，不
出门就能贷款，还给我利率优惠，不欠

人情了，也不用为没钱买化肥买饲料
发愁了。”王益区联社客户经理了解
到辖内客户赵红旗经营的粮油零售
店主要为周边村组居民供应米面油
等生活物资，近期村民需求量大、进
货资金周转困难，在核实信息后，当
天为其办理 5 万元线上贷款，解决客
户经营难题，确保周边村民春耕期间
生活物资不断顿。

为有效降低客户融资成本，铜川
市农信系统在 LPR 基准利率下调 10
个基点的基础上，对新增民营及小微
企业贷款、春耕备耕及农副产品生产、
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在现行利率基础
上下调50个基点；对受疫情影响的民
营、小微企业及线上申请“秦e贷”的客
户，在现行利率基础上下调 100 个基
点；对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复工复产及
公共事业民生领域实施优惠利率。同
时，他们通过定向利率优惠，跟进金融
服务，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让铜川市农
信系统每个网点都成为“战疫第一线，
支持大后方”，坚决不抽贷、不压贷、不
断贷，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全市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 李 鹏

铜川市农信系统优惠贷款利率

为春耕备耕提供金融支持

目前，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春耕备耕又悄然而至，为不误农时，切
实保障农业生产，浙江吴兴农商银行创
新推出了“抗疫支农贷”，湖州吴兴农邦
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小
林的合作社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该合作社主要从事山露和水稻种
植，每年的春耕备耕是山露生产的关键
时期，购买化肥、人工养护，都是用钱的
大项，今年面对疫情，合作社资金一下
子就紧张了起来，吴兴农商银行埭溪支
行仅用1天时间，就为合作社发放了60
万元的“抗疫支农贷”。

吴兴农商银行的“抗疫支农贷”是该

行联合吴兴区农业农村局针对企业复工
复产和春耕备耕而联合推出的创新贷款
产品，专项用于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家庭农场或其他涉农经济组
织，从事农业主体复工复产的急需资金、
农业项目、农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提升改造
项目，以及采购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
农业生产用途，贷款总额为1亿元。

为确保贷款精准投放，吴兴农商银
行对贷款投放对象实行白名单管理，名
单由吴兴区农业农村局梳理制定，吴兴
农商银行对名单内的涉农主体采取上
门实地走访和微信、电话等“云走访”的
双重模式，进一步摸清农业生产情况和

资金需求情况，实现春耕备耕信贷投放
“精准滴灌”。

此外，吴兴农商银行的“抗疫支农
贷”还实行“双优”的政策，即利率优惠、
服务优质。同时，该贷款可采用信用、
抵押、担保等多种方式，做到对农资、农
具等生产资金优先发放，对涉农经营主
体优先安排，对科技兴农项目资金优先
满足，并专门建立放款绿色服务通道，1
天内即可办结手续并发放到位，切实发
挥春耕备耕资金“及时雨”的功效。截
至目前，吴兴农商银行对名单内客户新
发放贷款3户，金额290万元，累计支持
8户，金额2950万元。 朱宏勇 吴梦刚

吴兴农商银行推出“抗疫支农贷”

客户仅用1天即可获得贷款 近期，湖北武当山农商银行把春耕
生产做为重头戏，早谋划，早部署，采取
多项举措，全力做好支持春耕备耕工
作。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发放春耕备
耕资金568万元，解决了农户购买种子、
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资金困难，有力支
持了辖内农业生产和，促进了地方经济
发展。

年初以来，该行深入开展“春天行
动”存款竞赛活动，大力营造组织资金的
内外合力，促进了存款的稳步增长。目
前，存款比年初净增5.2亿元，确保春耕
生产资金供应到位。同时，该行实行“五
优先”，即优先支持科技兴农项目和农业
产业化资金，优先支持新型的农业生产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优先支持化肥、农
药、种子、农机具等农业生产工具投入，

优先支持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
设，优先支持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

近日，武当山农商银行推出春耕生
产贷款套餐制，推出了农户保证、担保
抵押、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
农户贷款企业担保、政府扶贫担保基金
担保等多种方式的信贷“套餐”。

该行还加大宣传力度，推行阳光
信贷“八公开”，让农民及时了解春耕
贷款办理的条件、手续和程序，方便农
民贷款；推行“线上联系”“手机推送”

“送贷上手”“全程跟踪”等措施，优化
服务方式，简化贷款审批手续，开辟春
耕生产贷款“绿色通道”，提高贷款审
批效率、实行优惠的贷款利率，对春耕
生产信贷需求做到快调查、快落实、快
投放。 张志永

武当山农商银行优先发放贷款

解决农户春耕备耕资金难题

面对疫情防控和春耕备播新形势，
河南镇平农商银行创新思路方法，综合
采取网络服务、上门服务、错峰服务等
多种措施，为辖内有资金需求的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做到了
抗击疫情与春耕备播“两不误”。截至2
月底，该行已累计投放春耕备播专项贷
款263笔3697万元，为全县春耕生产施
足了“资金底肥”。

镇平农商银行依托首季“开门红”
活动筹措资金，积极争取人民银行支
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支持，单列春耕备
播信贷投放计划，为春耕生产备足“粮
草”。在此基础上，该行组建专门营销
服务团队，采取“一户一策、一企一策”
的措施，为不同客户群体提供差异化
信贷服务。

镇平农商银行充分利用自媒体平
台开展网络宣传营销，了准确掌握各类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春耕资金、服务和
信息等需求。据了解，该行通过美篇、
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
对外公布全行了承办信贷业务的21家
一级支行和6个直营部室负责人联系电
话，发布业务预约申请网络链接，通过
电话和网络远程受理春耕生产信贷业
务咨询申请事宜。在客户选择和信贷
投向上，则优先满足农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购买农资需求、优先满足农资生
产加工企业流动资金需求、优先支持高
标准农田建设，保障春耕备播重点领域
信贷资金供应充足。

为立足县域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
实际情况，镇平农商银行按照“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开通春耕生产专
项贷款办理绿色通道，精简办贷流程、
提升办贷效率，努力做到不误农时、不
误农事。 郭德胜 王春丽

镇平农商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为春耕生产施足“资金底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