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江苏宝应农商银行积极支持农户发展荷藕深加工，促进农户复工创业增收。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复产
复工和春耕备耕的影响，江苏省农信联
社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以及关
于加大金融支企复工、支农备耕的要
求，快速响应，果断行动，号召全省农商
银行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金融服务，全
力以赴抓好战疫情、助复工、促春耕工
作重点，精准施策打好疫情防控与企业
复工复产、农业春耕备耕“组合拳”，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金融力量。

江苏省农信联社要求全省农商银
行切实做好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暂时
困难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根据信贷客
户疫情受损实际，有效采取资金、利率

等扶持政策，积极主动为疫情受困企业
纾困解难，对受困企业不抽贷、不断贷、
不压贷，通过延长还贷期限、调整还款
方式、增加信贷额度等方式，最大程度
降低企业负担，为疫情影响下负重前行
的企业提供坚强有力的金融服务。同
时，对企业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原材料
采购的资金支付、清算等业务，给予费
用减免，努力为企业节约成本。省联社
还要求各级农商银行在疫情防控期间
发放的所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
融资成本较上年同类客户同期水平降
低50个基点。其中，贷款利率至少降低
30个基点。截至3月20日，全省农商银

行累计办理企业延期还本贷款119.6亿
元，累计办理企业延期付息贷款 142.9
亿元，累计办理企业无还本转续贷85.1
亿元。据悉，宝应农商银行针对受疫情
影响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等行业个体工商户创新推出利率优惠
的“信心贷”，面向医务人员以及机关事
业单位抗“疫”人员推出“仁心贷”，目
前，该行已发放上述两类创新贷款831
笔、金额4072万元。

为支持当地企业全面复产复工，江
苏省农信联社及时印发全力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指导性文件，要求全省农商银
行全天候、全方位、全渠道做好中小企
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复
工复产对接服务。在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信贷投放总量上，要求各级农商银行
按照新增贷款规模不低于上年同期水
平的总体要求，有力有序、保质保量抓
好贷款投放。要求对资料完备的复工
复产企业贷款申请24小时内完成审批，
用服务效率赢得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主动，全力以赴为企业复工复产保
驾护航。此外，全省农商银行一方面根
据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及时推出

“抗疫贷”“抗疫转续贷”“复产复工贷”
等信贷产品，持续为企业“供氧输血”；
另一方面，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
信银行等线上服务渠道，以及“阳光E
贷”“税易通”“金易通”“税企通”等线上
自助产品，实现客户申贷、用贷、还贷全
线上自助办理。截至3月20日，江苏农

商银行系统累计发放各类复产复工企
业贷款 933.3亿元。其中，支持复工复
产小微企业贷款652.7亿元。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江苏省农信联社组织指导全省农商银
行针对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春耕备耕资
金需求实际，根据春耕生产资金短、小、
频、急的需求特点，充分发挥点多面广
的服务优势，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手段，有效提升网络覆盖范围和渠道服
务能力，积极主动为农户送资金、送技
术、送信息，有效实施贷前、贷中、贷后
全程跟踪服务，做到应贷尽贷、能快尽
快，不误农时积极支持春耕备耕生产。
全省农商银行对春耕备耕资金坚持“三
个优先”，即优先满足农户购买种子、化
肥、农药和农业生产资料资金需求；优
先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集约化
生产、产业化升级以及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领域资金需求；优先满足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优势产业、特色产业资
金需求。不仅如此，江苏农商银行系统
还及时推出“春耕贷”“农机贷”“致富
贷”“福农通”“家庭农场贷”等信贷产
品，按照随时申请、随时办理、及时足额
到位的原则，确保春耕信贷资金及时足
额到位。同时，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微信银行等贷款受理渠道，实现金
融服务“触手可及”。截至3月20日，江
苏全省农商银行累计投放春耕备耕农
业生产贷款 132.4亿元，累计投放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贷款26.5亿元。

江苏农商银行系统加强金融服务

助力复工复产 保障春耕备耕
◎ 单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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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机构农信机构““战疫情战疫情””系列报道之五系列报道之五

农信机构点燃创新驱动引擎

增强发展动力应对疫情挑战
◎ 本报记者 杨喜明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农
信机构以线上服务为媒介依托，以“有温
度”的信贷支持为纽带桥梁，凝聚金融力
量，践行为民初心，确保疫情防控与金融
服务并重双赢。那么，疫情对农信机构
影响几何？在当前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疫情总体得以控制的大背景下，农信
机构是怎样在业务发展中保持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态势？记者采
访了各地农信机构负责人及业界专家。

疫情之下银行业面临多重挑战

“对于银行业来说，受疫情影响，营
业时间的调整，客户流量的降低，不少业
务难以开展，使得原本计划满满、踌躇满
志的‘开门红’也不再‘红火’，农信社、农
商银行也不例外。”一位河北省基层联社
负责人如是说。

还有多位农信机构人士反映，受疫
情影响，短期内存款业务增长面临压
力。部分营业网点客户量降低，外出营
销拓展同步受限，存在一定的经营困
难。预计一季度存款增长有所减缓。

谈及此次疫情对农信机构未来的影
响，一位农商银行董事长告诉记者：“谨

防疫情过后的流动性风险。受‘开门红’
期间组织存款的锐减和遭受疫情影响企
业现金流不足，加上疫情出现后，部分客
户处于谨慎考虑，将增加现金持有量，一
系列因素将增加农信机构流动性风险；
受疫情影响，信贷需求也会减少，对农信
机构完成支持小微的‘三占比，四增速’
目标带来较大难度。”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日前，江西省农信联社理事长孔发
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转型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经营
带来的不利影响，农信机构数字化、线上
化金融服务能力相对其他商业银行明显
不足，这也倒逼农信机构必须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农信机构还要坚持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紧跟现代银行发展趋势，
主动跟进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5G、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强化金融科技引领，
全面推进业务模式、服务方式、管理机制
创新变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增
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
确保可持续发展。

近日，山西省农信联社长治审计中心组成“金融服务团”，由中心负责人带队，深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山西紫团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银企”精准对接，详细了解该企业的现实困难和金融需求。截至目前，长治全市农信机构累计为1700余家
中小微企业纾困。图为山西省联社长治审计中心党组副书记刘海斌在山西紫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地调研。 张 寅

浙江农信发挥“党建+”优势

凝心聚力贷动企业复产
连日来，浙江省农信联社引领 81家

行社，发挥“党建+金融”优势，支持企业
平稳有序复工复产，合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为铸牢金融服务后盾，浙江省农信
联社及时出台“十大举措”，保障疫情防
控期间各领域资金需求，全面助力稳企
业稳经济稳发展。浙江省农信系统各
行社充分发挥与地方乡镇、村居党组
织、“两新”党组织等党建共建的组织优
势，激发 1.62 万个党建联盟助力疫情防
控、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积极作用，全
力落实党委政府工作部署，为稳企业、
稳经济、稳发展，多担当、多贡献。其
中，桐庐农商银行党委与县委组织部联
合出台《桐庐县党建联盟金融“抗疫十
条”》，通过安排 15 亿元帮困贷款、推出
免息降息优惠政策、实施零费率转贷降
成本、启动受困农户帮扶计划等举措落
实金融“抗疫”。在金华武义，为保障企
业有充足的复工资金，“银企党建联盟”
发起单位武义农商银行严格落实《金华
农信金融支持企业二十条措施》，从保
障重点企业专项支持、开通金融服务

“绿色通道”、建立完善服务保障机制等
方面落实部署，并选派 90名党员加入武
义县委“两新”工委组建的“红色管家队
伍”，主动送政策、解难题，积极帮助企
业平稳安全地复产。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省各地
不同程度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等情况。
得知这一情况后，浙江省农信联社党委
紧急调配资源，科技、零售等部门党员
干部员工加班加点在浙江农信“丰收互
联”手机银行上全速打造“抗疫服务平
台”“买菜服务平台”“助农服务平台”三
大“互联网+”民生服务平台，并积极打
通物流渠道。其中，临安春笋、平湖草
莓、庆元香菇、上虞本地鸡等滞销的农
产品在当地农商银行党委的助力下搭
上了“销售快车”。除了帮助农户销售
产品之外，浙江省农信联社还投放 5 亿
元专项“爱心助农贷款”，实行利率优
惠、减免息费等，重点帮助受疫情影响
的农户渡过难关。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省
农信机构党员员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打
好“两大战役”，用担当诠释“做业务最
实、与民企最亲、离百姓最近”的银行服
务宗旨，用责任凝聚起同心抗“疫”的磅
礴力量。 潘 翔 单鸿亮

春耕备耕是全年丰产丰收的基础，
在疫情防控这一特殊时期，福建农信充
分发挥“三大”主力军作用，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通过加大信贷支持、开通“绿色
通道”、创新金融产品、选派“金融助理”
等方式，实现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不
误”。自2019年第四季度以来，全省农信
系统累计发放春耕贷款51.18亿元。

“农商银行的‘农 e贷’，直接在手机
上办理，还可以随用随还，真是太方便
了！”漳平市和平镇东坑村的大棚蔬菜
种植户老陈通过手机银行办理5万元的
贷款后感慨道。

据了解，老陈经营着一家家庭农场，
种植西红柿等蔬菜，原本打算春节期间
资金回笼后，再购买水溶肥和下一季的
蔬菜种子，结果受疫情影响资金无法周
转，也不方便前往网点办理贷款。想到
年前农商银行“金融助理”入户精准建档
时说过，可以在手机上办理信用贷款，他
立即联系了挂点的“金融助理”。果然，
在漳平农商银行“金融助理”小钟的电话
指导下，老陈登陆手机银行，几步简单的
操作后，不到 5分钟的时间，5万元就到
了账上，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近日，漳平农商银行针对春耕备耕
资金发放客户较多、时间集中的特点，
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优化办贷流程，
专门开辟了线上业务办理通道，采取集
中审批、集中授信、集中发放的“快工
厂”审批模式，为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支
持春耕备耕工作提供有效保障。截至
目前，该行共为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及复

工复产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放贷
款 28户、金额 1157万元；发放春耕备耕
贷款211笔、金额1483.9万元。

立春过后，各行各业逐步复工复产，
春季农业生产也进入关键时期。南平市
建阳区农信联社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组织各级“金融助理”，有序推进
辖内企业复工复产和农户春耕备耕金融
服务工作，将农信金融服务切实转化为
保障生产、促进增收的推动力。据悉，今
年2月以来，该联社各级“金融助理”已为
当地448户农户、个体工商户以及企业，
新发放信贷资金4800万元，线上受理信
贷业务申请500余户，及时办理客户转贷
325户、金额3250万元。

与此同时，为满足春耕备耕不同群
体的信贷需求，龙岩农商银行的“金融助
理”们则是背起行囊、带足材料实地查看
农户化肥、农膜、种子等春耕备耕情况，
耐心倾听农户心声、农户需求，细致询问
了解客户养殖、种植规模，根据农户实际
情况给予不同的金融服务。该行董事长
罗建南多次深入基层督导，指导相关工
作，他要求基层支行从支持春耕备耕入
手，充分发挥“党建+金融助理”优势，准
确掌握客户的有效金融需求，不压贷、不
抽贷，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提升支农金融服务水平，发放助农利民
贷款，做到支农不误农时，为当地春耕备
耕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据统计，截至2月末，龙岩农商给银
行已投放春耕备耕贷款 313 笔、金额
4022.56万元。 何忠军 白 冰

福建农信选派“金融助理”

进村入户发放5.12亿春耕资金

4月 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
决定对中小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
率 1个百分点，于 4月 15日和 5月 15日
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 0.5 个百分
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

此次定向降准面向中小银行，包括
两类机构：一类是农村信用社、农村商
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
村金融机构，另一类是仅在省级行政区
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获得定向
降准资金的中小银行有近4000家，在银
行体系中家数占比为99%。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定向降
准后，平均每家中小银行可获得长期资
金约 1亿元，有效增加中小银行支持实
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还可降低银行

资金成本每年约60亿元。同时，此次定
向降准分两次实施到位，防止一次性释
放过多导致流动性淤积，确保降准中小
银行将获得的全部资金以较低利率投
向中小微企业，并扩大涉农、外贸和受
疫情影响较严重产业的信贷投放，增强
对实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支持力度。

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城市商业
银行等中小银行立足当地、扎根基层，
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的重要
力量。有关专家表示，在支持中小微企
业时，中小银行往往承受一定资金压
力。通过此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有助
于支持中小银行更好聚焦主责主业，增
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降低融资
成本，实现精准纾困。

央行：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

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
◎ 本报记者 吴叶琪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四川省内江市
中心支行组织引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
构全面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迅速
落地抗击疫情金融支持政策，多措并举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精准施策力促民营
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收到显著效果。截
至3月末，内江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比年初净增 38.13亿元，同比增加 3.63
亿元。其中，3月份净投放贷款21.48亿
元，一大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民营
小微企业得到银行机构的有力支持。

快速落实落细金融支持政策

新年伊始，人行内江市中心支行紧
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精
心谋划、统筹安排，指导督促辖区16家

银行机构认真落实货币信贷逆周期调节
要求，有力推进“走企业、解难题”活动，
深入开展民营小微企业“服务零距离、融
资大畅通”金融服务专项行动和“金融机
构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行
动”，持续加大信贷投放，让更多的“金融
活水”注入实体经济，并精准滴灌到民营
小微企业。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人行
内江市中心支行切实把疫情防控和金融
支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第一时间提出
了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用好货
币政策工具等12条措施，并配合内江市
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支持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的措施的通知文件，提出了“4+3”
的金融支持政策、举措；迅速将人民银行
总分行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的相关通知

和国省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金融支持
政策等进行整理汇编，发送地方党政领
导、相关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部分受疫
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及时收集金融机构
信贷产品、政策等汇编成册，再联合市金
融工作局等编制了《内江市应对疫情金
融支持政策操作指南》，下发金融机构，
送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他们以多
种形式向信贷客户（市场主体）进行宣
传、解读，指导企业用好金融支持政策；
由中心支行行长、分管副行长带队，组织
金融机构深入到县（市、区）开展“抗疫
情·促发展·银行企业面对面座谈会”，引
导指导金融机构向企业认真宣讲复工复
产的金融支持政策，开展“银企”融资对
接座谈等。

人民银行内江市中心支行引导银行业

加大民营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樊建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