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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关键时期，广西苍梧县农
信联社主动作为、抢抓农时，以保障发
展为要，通过主动摸排、实地走访农户
及企业，创新“复工贷”产品，借助大数
据金融利器，倾力支持“三农”春耕备
耕生产和企业有序复工。截至近日，
该联社各项贷款余额达 59.2 亿元，比
年初新增2.92亿元。

疫情当前，资金周转让茶农们发
了愁。了解情况后，苍梧县农信联社
对受疫情影响的茶农贷户、规模茶园
和茶企进行逐一电话摸底和实地走
访，大力推广“复工贷”“茶农贷”和

“易农宝”产品，开通“云办公”视频快
审渠道，快办快结、优惠定价，发放
582 万元贷款似金融“春雨”般润泽

茶业，支持茶农抢收新茶，扶持企业
收购贮藏茶叶，提升加工、仓储、销
售能力。

在线下营销受困之际，该联社在
充分调研基础上，强力推进“复工贷”
产品线上渠道营销。同时，大数据金
融团队日以继夜研发，通过对数据库
的提取、分析、评分，形成精准的客户
画像和较成熟的风控模型，将 1.2万户
评分达 9分以上的目标客户推送至基
层网点，配置线上营销话术，每日晒
单、按户奖励等激励措施，形成一套

“科技+产品+绩效+营销”数字化营销
的转型路径。仅10天，该联社个人“复
工贷”新增 213户、金额 753万元，企业
新增4户、金额2340万元。 韦 雪

苍梧县农信联社借助大数据分析

拓展“复工贷”线上营销

为进一步加大对春耕春播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客户把时间和损失抢回来，前不久，贵州晴隆农商银
行推出年利率4.53%的“防疫扶贫攻坚贷”贷款品种，极力支持县域内农户春耕春播。图为该行工作人员到客户茶场开展贷
前调查。 敖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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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形势好转后，甘孜州 18
个基层信用社组织客户经理进村入
户，全面推进整村评级授信工程，逐
户登记农户相关信息，结合其信用程
度进行评级授信并予以公示。同时，
借助“卡贷通”产品，实现藏区客户

“随用随贷、随贷随还”。目前，全辖
已完成 874 个行政村评级授信工作，
完成评级授信 1.81 余万户，授信金
额 5.86 亿元。

甘孜州是全省脱贫攻坚的前沿阵
地。为进一步做好扶贫小额信贷信贷
投放工作，切实提高小额信贷的知晓
率、获贷率，促进藏区群众通过小额信
贷发展生产、实现增收，甘孜州农信联
社组织辖内300余名客户经理，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向全州农区、半农区群
众宣传信贷政策以及办贷方式。目
前，全州小额信贷余额 5.4 亿元，今年

累计投放0.84亿元。
不仅如此，为加快推进普惠金融

建设，该联社在助农取款点基础上，创
新升级建立了乡村金融服务站，除基
础金融服务外，新增贷款发放、生活缴
费、“蜀信 e·惠生活”等多项惠农服
务。目前，全州共设立乡村金融服务
站712个，累计交易金额3.7亿元。

此外，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融资难题，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甘孜
州农信联社积极对接省农业担保公司
甘孜分公司，加快开办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担保信贷业务；借助农业担保“金
融放大器”功能，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信贷需求。据甘孜州农信联社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将整合
5000 万元信贷资金投向现代农牧业，
促进全州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

为最大限度化解肺炎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江西会昌农商银行坚持以金融
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因时制宜、因农施策，唱好信贷支农惠农“重头戏”，全力支持
春耕备耕生产。截至3月18日，该行今年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57亿元，涉及
农户1423户，向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1270万元，为辖内春耕备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图为该行信贷员到农户种植
大棚调研。 凌 强 徐茂生

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农信联社
关于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具体要求，河
南省焦作市农信系统坚持疫情防控和
支持春耕备耕责任共担、目标共进、任
务共抓，制定差异化金融服务，满足春
耕备耕资金需求。截至目前，焦作市
农信系统涉农贷款较年初净增 6.7 亿
元，其中春耕春播 2660 户，贷款余额
4.2亿元。

焦作市农信系统通过支持各类
扶贫龙头企业、扶贫带动主体尽快复
工，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劳动力有序返
岗，尽快开展生产。同时，对受疫情
影响导致贷款逾期、违约等群体客
户，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帮助克服
疫情影响，为春耕备耕工作奠定坚
实基础。

焦作市农信系统以“访物业、进社
区、联万户”活动为载体，通过进农户、
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市场全方
位开展营销，为各类主体提供充足的
信贷支持。同时，他们借助“金燕e购”
网商平台，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拓展线
上获客能力、简化在线审批流程，加快
线上办贷产品的推广和应用。

焦作市农信系统立足支农支小
支微战略定位不动摇，早谋划、早部
署、早动员，坚持把疫情防控阻击战
与信贷支持春耕备耕工作“两手抓、
两促进”，并按照年度 5 个“5”目标要
求，加大资金组织力度，单列春耕备
耕信贷投放规模，制定信贷支持工作
方案，为实现全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
收夯实基础。今年以来，焦作市农信

社新增各项存款 11.07 亿元，为春耕
备耕信贷资金足额适时发放奠定坚
实根基。

焦作市农信系统通过创新开展10
大专项抗疫信贷产品，做大做强传统
信贷产品灵活、高效、便捷的优势，拓
宽产品覆盖面。同时，结合焦作实际
需要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创新推
出各类特色鲜明、针对性强、优势突出
的信贷产品，充分满足春耕备耕各类
主体的信贷需求。

此外，焦作市农信系统还凭借人
多面广、扎根一线的优势，加强整村授
信、网格化营销力量，并通过近800余
名信贷客户经理不间断进村入户工
作，提高春耕备耕贷款审批发放进度
和办结效率。 王 普 杨英杰

焦作市农信系统制定差异化金融服务

满足春耕备耕资金需求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内蒙
古乌拉特中旗农信联社按照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指令要求，把疫情防控和金
融服务做为重点工作抓好抓实，持续
畅通金融服务渠道，主动加大农牧民
春耕备耕的金融支持。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及社会经济
逐步恢复的关键时期，该联社审时度
势，开辟线上办贷流程，打通抗击疫情
期间申贷、办贷快速路，为广大贷款客
户提供快捷安全的信贷服务。

为确保扶贫小额贷款不进逾期，切
实减轻贫困户疫情期间还款压力、保护
贫困户征信不受影响，该联社加强线上

沟通协调，在兼顾贷款政策和科技支持
的基础上，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
原则，采取线上远程协助、线下指导安
排的方式，顺利开展扶贫小贷展期业
务，减轻农牧户疫情期间还款压力。

按照当地政府关于春耕备耕工作
视频会部署，乌拉特中旗联社在做好
前期春耕备耕工作基础上，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办贷服务模式，利用手
机银行信贷管理、微信平台推广“掌上
移动信贷”业务、移动Pad信贷终端机，
开展各类信贷多渠道业务办理。截至
目前，该联社已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8.56 亿，确保了疫情期间农牧民春耕

备耕、接羔保育农牧业生产的顺利进
行，做到不误农时。

此外，该联社在“自治区金融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线上政银企对接
活动”专栏内，在线发布各项金融扶持
政策，展现企业抵押贷款、金仓贷、活体
牲畜质押贷等优质信贷产品。即企业
可在线发布融资需求，现实“线上对接、
线上服务、线上放款”，有效降低企业申
贷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截至目
前，该联社授信评审委员会在线审批贷
款展期业务5笔，金额548万元，向疫情
受困的巴彦淖尔青青草原有限公司等
企业线上完成1200万元授信。 郭 强

乌拉特中旗农信联社开展线上贷款业务

畅通春耕备耕金融服务渠道

介休农商银行

实施春耕贷款优惠政策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山西

介休农商银行强化党建引领，对春耕
生产给予政策、资金、利率、审批效率
等方面倾斜，“不压贷、不抽贷、不断
贷”，全力做好疫情期间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该行为政府机构、重点
医疗、涉农机构、相关企事业单位提供
紧急取现、资金划转等应急金融服务，
快捷高效办理，确保介休市春耕农资
等及时到位，保障疫情防控、春耕备耕
工作款不积压、不停留。 温 娜

荔波农商银行小七孔分理处

加强春耕备耕金融服务
近期，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也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贵州荔波
农商银行小七孔分理处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加强春耕备耕金融服务。

该分理处积极对接辖内农资企
业，提前掌握资金需求情况，对符合贷
款条件的，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同时，
通过电话、村干部金融群等方式做好
农户春耕备耕资金的需求调查，完善
农户经济档案，调整授信额度，优先对
春耕备耕所需化肥、农药、种子的资金
需求提供信贷支持，做好生产资料保
障供应，保障群众增产增收。 胡忠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春
耕备耕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服务

“三农”的地方主力军银行，四川大英
农商银行全力抓好春季生产资金保障
工作，加快春耕备耕贷款投放，做好春
耕备耕相关金融服务。

为不误春耕时节，大英农商银行
摸排调查农户春耕备耕金融需求，备
足资金，准备好“春耕贷”，全力支持地
方春耕备耕，并通过对县域内的农户、
专业合作社、种植养殖大户的走访，大
英农商银行为农户及农业经营主体发
放贷款2188万元，帮助农户采购种子、
化肥、饲料、农具等保障春耕备耕。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农户们为赶
上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时节，也在积
极做好春耕，保障秋收。大英县隆盛镇
福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猪
养殖与销售一体的公司，现有生猪1300
余头。大英农商银行在对春耕备耕的
种植养殖大户的走访中了解到，该公司
急需资金修建猪舍和购买猪仔，进行新
一批的生猪养殖。得知该公司的需求
后，大英农商银行为该公司开辟绿色通
道，优化审批程序，按照“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的原则，量身定制紧急信贷金

融方案，1天即对该企业完成了组合贷
款授信310万元，3日内，为其发放贷款
120万元，为该养殖大户提供了有力资
金支持，帮助其赶上农时顺利的进行新
一轮的生猪养殖。

大英县玉峰镇的养蚕专业合作社
现有工作厂房 6 间，占地面积 3000 余
平方米，种植桑树 1100余亩。现在正
值养蚕的好时节，为保障合作社在疫
情下能够搞好养殖，大英农商银行走
访当地养蚕专业合作社，了解合作社
金融需求。通过调查，计划提供 30万
元贷款，用于合作社购买桑树苗等资
金周转。

大英农商银行在积极走访春耕备
耕农户、种植养殖大户过程中了解到，
大英县金元镇小林垭村 6社生猪养殖
户胡某，现正准备开始本批生猪养殖，
需要周转资金。胡某的养殖场，养殖
规模约 500 头，年出栏约 1500 头。了
解到客户需求后，该行金元支行为该
农户办理了小额农户信用贷款8万元，
并对其后续资金需求也提供了“农保
贷”等更多融资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部分贫困群众
春耕受影响、外出务工时间推迟。为了

防止贫困户因疫情致贫返贫，大英农商
银行创新服务，支持贫困户按时生产、
不误农时。老秦是大英县种植户，2019
年实现脱贫。2017年的小额扶贫贷款
在今年2月就到期了。因受疫情影响，
老秦不能按时还本付息，还缺资金购买
果树苗，得知他的困难，大英农商银行
立即为其办理了无还本续贷4万元。

疫情发生以来，大英农商银行加大
金融扶贫力度，聚焦扶贫惠贷政策，着
力抓好政策落实，确保该减的减到位，
该免的免到位，该延期的延期到位。截
至目前，大英农商银行已及时为受疫情
影响的贫困户办理无还本续贷 43笔，
金额110.2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余额为
6090 万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
2.64万元。此外，大英农商银行还勇于
担当，着力解决复工复产中企业资金筹
措难问题，开辟绿色通道，提升办贷效
率，确保贷款办理“零阻力”，贷款服务

“零距离”，积极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业经营主体纾困。

近年来，大英农商银行不忘初心，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不
动摇，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彰显普
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形象。 陈 黎

大英农商银行备足资金不误农时

加快春耕备耕贷款投放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耕生产大部
分农户资金面临紧张局面。为确保不
误农时，江西永丰农商银行瞄准辖内
蔬菜、烟叶、白茶等特色农业资金需
求，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针对春耕
生产信贷需求广、金额小、时间急的特
点，深入村组、农户家中，开展春耕备
耕生产资金需求调查。

同时，该行借助前期“整村授信”收
集的信息，全面推广线上办贷渠道，通
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方式，为农户
快速办理贷款业务，及时为农户春耕生
产送上“金融大礼包”。目前，该行已累
计发放涉农贷款 5.3亿元，其中发放春

耕备耕贷款112户、金额858万元，为农
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金融支持。

当下，正直烟叶育苗关键时期，
永丰县各乡镇烟叶种植户抢抓农时，
在烟田来回穿梭忙碌，全面铺开烟叶
育苗工作。家住石马镇光明村的郭
礼生是当地的烟叶种植大户，今年打
算再扩大种植规模，急需一笔资金购
买烟苗培育。该行客户经理通过与
合作社联系，了解到郭礼生的情况
后，主动送贷上门，不到两个小时就
为其发放了 15 万元农户信用贷款，
解决了郭礼生烟叶种植关键时期的
资金难题。 李志强 聂伟琳

永丰农商银行聚焦特色农业农业

为农户送春耕生产“金融大礼包”

自疫情发生以来，江苏滨海农商
银行紧盯春耕备耕时机，进一步加大
支农力度，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服务方
式，最大限度满足农户资金需求，促进
农业生产发展。

该行充分运用上年“整村授信”
成果，将授信台账再细化，专人对接，
重点支持新型农业主体、经营农资个
体工商户以及种养殖大户。同时，该
行利用外出务工人员延迟复工时机，
通过加入服务村组微信群、电话、广
播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深挖农户春
耕贷款需求，确保有需求的客户全覆
盖。截至 2 月末，该行已完成辖区
387 户种植大户，312 户养殖大户，37
户经济合作社，15 户农业农头企业需
求对接。

该行明确专人移动审批，实现当
天申请，当天办结，并充分利用好支农
支小再贷款政策，积极申报专项资金，
对符合政策且满足信贷投放要求的农
户，给予优惠利率。同时，该行积极推
广“惠农快贷”，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担保难问题。大力推广“阳光 e贷”
线上业务，积极引导客户“无接触”申
贷。截至2月末，该行已新发放“阳光e
贷”线上贷款1755户，1.12亿元。

此外，该行对建档立卡农户逐户
对接，“点对点”开展扶贫政策宣传，为
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农户发放“无
还本续贷”；通过邮寄贷款资料及影像
签字方式，为无法现场续贷的农户办
理应急手续。今年，该行已新发放小
额扶贫贷款341户，1004万元。王祥生

滨海农商银行抢抓春耕备耕时机

创新服务加大信贷支农力度

张掖农商银行

送贷上门助春耕生产
疫情防控关键期，农时不等人，甘

肃张掖农商银行在严格落实上级疫情
防控工作部署的同时，全力保障“关键
时期”金融服务，开通信贷“绿色通
道”，送贷上门，助力春耕备耕。

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发放农户贷
款16.45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农户小额
信用贷款 11.58亿元，较年初净增 4亿
元，受益农户达到2.4万户。 张娅萍

临澧农商银行太浮支行

建立烟农贷款绿色通道
春耕备耕正当时，为确保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支柱产业生产“两不
误”，湖南临澧农商银行太浮支行联合
各村支部书记，为当地烟叶生产工作
保驾护航。

针对烤烟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烟叶贷款推荐书”，
该支行建立了烟农贷“绿色通道”；为
满足烟农生产资金需求，创新推出“烟
叶循环贷”，并实行利率让惠于农，确保
烟农“随到随贷、轻松借贷”，以解烟农
春耕生产燃眉之急。 胡 颖

南城农商银行

发放春耕贷款2500万元
近日, 在做好金融服务支持保

障的基础上，江西南城农商银行充分
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对于信用
等级高的信用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
在授信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加大
优惠和倾斜力度；对春耕需要资金支
持，但偿还能力难以确定的农户，积
极创新担保方式，促进了当地农户春
耕备耕工作的开展。截至 2 月底，南
城农商银行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2500万元。 熊昱祯

梨树县农信联社

确保备耕贷款足额到位
年初以来，吉林省梨树县农信联

社召开了工作会议，加强支持县域备
耕生产，着力支持农民脱贫致富。

疫情防控期间，该联社引导客户
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办理
业务，开展了存款积分有礼、集赞有
礼、抽奖有礼、刷卡满减、聚合支付抽
红包等活动，吸收存款和调剂资金等
方式，筹措资金 3亿元，保证备耕生产
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孙敬龙

曲阜农商银行

引导客户线上自助办贷
疫情发生以来，为全力保障辖内

金融服务，山东曲阜农商银行指导客
户利用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自助放
款，突破传统物理网点办贷不方便的
限制，实现了客户“随心贷”。

近期，该行客户宋某急需资金用
于购买化肥等物资。了解到客户需求
后，该行客户经理立即前往现场进行
信息采集，并指导借款人通过手机银
行自助办理贷款 4 万元，及时解决了
春耕资金需求。 孟 耀 孟令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