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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疆北屯农商银行将“整连授信”作为服务“三农”和推进普惠金融工作的重要抓手，针对农户信用档案不完善
和信用工程基础薄弱等问题，开展入户走访、收集农户基础资料、建立农户家庭经济档案、评级授信等工作，确保普惠金融落到
实处。截至4月末，北屯农商银行已建立农户经济档案3156户，授信2987户，评级授信率46.72%，已发放贷款2861户，贷款覆
盖率达44.75%。图为北屯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左一）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团场农户春耕情况。 吴国勋 刘大为

河南省农信社

发行社保卡超三千万张
◎ 本报记者 李进富

日前，河南省农信社社保卡发行量
突破3000万张，占全省社保卡发行总量
的 28%，发行规模位居全省银行业首
位。在疫情期间，河南省农信社制作发
行社保卡193万张，全面保障了社保卡客
户用卡需求。

近年来，为推动社保卡功能升级，河
南省农信社推出社保线上缴费、电子社
保卡等服务功能，着力打造集多功能于
一身的“全能卡”，持卡客户可享受免开
卡工本费、免年费、免挂失费、免短信通
知服务费、免每月前两笔ATM机跨行取
现手续费等金融服务优惠，还提供信贷
支持、刷卡优惠等个性化增值服务。

与此同时，河南省农信社进一步延伸
物理网点服务触角，实现县、乡、村三级基
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并完善手机银行等线
上渠道功能，构建“双15”便民服务圈，推
动社保卡在医疗、交通、充值缴费等生活
场景的应用，促进“社保一卡通”工程向纵
深发展。据统计，河南省农信社已建设社
保卡标准服务窗口1552个。

此外，河南省农信社还将继续坚守
服务“三农”初心、践行使命责任，助力社
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致力为广
大客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优质、高效
的服务。

自四川省农信联社和四川省农业
担保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乐山
三江农商银行积极与四川省农担公司
携手合作，以践行“守初心、担使命”为
目标，为“三农”领域实现精准脱贫、产
业升级及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据
统计，目前，该行已经累计向5家企业和
11户农户发放“政担银”贷款2620万元。

乐山三江农商银行作为服务“三
农”主力军银行，在支持涉农企业发展
和农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方面主动作
为。在省级层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
该行及时与省农担公司、地方财政部
门、农业主管部门对接和沟通，落实合
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制订了“政府+担保
公司+银行+企业和农户”（简称“政担
银”）的操作模式，即银行向农业生产企
业（或农户）发放支农贷款，由担保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再由政府财政资金提供
风险补偿金用于弥补担保公司的代偿
损失。在合作机制建立和流程明确后，

“政担银”融资新模式的推广切实解决
了涉农客户的融资难点和痛点。在该
工作机制下，客户获得贷款最快可缩短
到5天。

为确保“政担银”业务落地落实，乐
山三江农商银行上下联动，积极开展基
层调研，建立业务激励机制，并邀请了省
农业担保公司乐山分公司业务骨干对全
行涉贷条线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在各网
点 LED 屏全天候滚动播放统一宣传术
语，要求辖内支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工作
中加入该产品宣传，同时要求全行派驻
的“金融村官”进村组、进社区开展宣讲，
确保该产品惠及辖区的全部涉农客户。

乐山三江农商银行借助经信平台，

对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名单客户进行精准
营销，成功地营销了乐山市阙纪食品有
限公司。该公司的“阙纪粑店”产品被评
为“乐山味道”地方特色风味小吃之
一。2019年7月，乐山三江农商银行向
该公司成功发放“政担银”业务贷款200
万元，助力该公司在德阳市和绵阳市各
开立1家分店，让“乐山味道”走出了乐
山。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开立自营店12
家，加盟店 25 家，年收入 500 万元。由
于乐山三江农商银行的服务宗旨和理
念在业务办理工程中得以完美体现，加
上优质服务深深地打动了乐山市阙纪
食品有限公司，2019年10月，该公司将
其在其他银行的借款120万元一并转入
该行办理。此外，乐山三江农商银行还
对该公司进行了全方位综合营销，为该
公司在乐山市的所有自营店全部安装了

“惠支付”扫码收费设备；为该公司全体
员工办理了代发工资业务；将“卡贷通”
个人消费贷款产品在该公司推广宣传，
为其员工办理“卡贷通”贷款业务。

此外，现任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墨
池河村支部书记的黄小柯，2011年1月
注册成立了乐山润康种养专业合作社；
2015年又成立乐山市市中区润康家庭农
场。2019年10月，通过四川省农业信贷
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乐山三江农商银
行发放两年期担保贷款200万元，用于支
持其发展种植业。目前，黄小柯先后在白
马镇楼子村、三教乡大光明村、三教乡三
教村、宝五乡曙光村等地流转土地近195
公顷，其中140.7公顷用于种植柑橘，品种
包括爱媛柑、耙耙柑、沃柑等，53.6公顷用
于种植栾树、小叶榕、黄桷树、朴树、蓝花
楹等活立木。 杨上平 杨武军

乐山三江农商银行建立“政担银”合作机制

多方联动解决客户融资难题

近日，陕西省政府发布《陕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成立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为做好陕西
省深化农信社改革工作，陕西省政府决
定成立省深化农信社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由此可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以下简称省联社）改革问题将再次浮
上台面。那么，省联社改革哪种模式
好？当走向何方？记者就此问题采访
了省、市联社的负责人及研究农村金融
的专家。

改革发挥的重要功效

省联社是2003年深化农信社管理
体制改革的“产物”，当时，农信社管理
权由中央下放给省级政府，各省成立省
联社履行对农信社的行业管理职能。

据记者了解，我国农信社管理权
自 2003 年划归省联社后，调动了省、
市、县政府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支
持农信社发展的外部合力。比如风险
的化解和管控，建立强有力的后台支
持系统，推动农信社改制，完善农信社
管理体系，协调争取优惠政策，为化解
历史包袱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

如果没有省联社的组建，就不可能迎
来各地农信机构蓬勃发展的局面。同
时，省联社通过机制创新，激发了农信
社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与区域经
济互动中抓住了发展机遇，“三农”和
中小企业等经济薄弱环节和社会弱势
群体的金融服务得到全面加强和改
善。短短几年，农信社步入了稳健发
展的轨道。这不仅解决了多年来农信
社生存、发展的难问题，也使“三农”享
受到日臻完善的金融服务。

在基层采访中，一位省联社负责人
告诉记者，省联社成立后，通过建章建
制、整合资源，认真履行管理、指导、协
调及服务职能，团结和带领辖区内农信
社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抓住有利的机
遇，开创了业务发展最快、最好的历史
时期。

“省联社改革这些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主要源自于农信社的体
制和机制的变革。如果没有把管理层
交给省级政府共同治理，就没有今天。”
另一位省联社负责人如是肯定省联社
模式发挥的功效。在他看来，大的风险
在于对农信社内部道德风险的控制，如

果没有省联社的管制，完全靠监管制约
是不够的。“如果说农信社不实行严格
的行业管理，多年努力可能很容易翻
盘。所以我觉得省联社的改革非常有
必要。”他说。

逻辑博弈关键点

有专家表示，农信社改革之路，在
管理体制上一开始就有“大一统”和“小
法人”之争。在发展方向上，“合作制”
与“股份制”也争论不休。最初的改革，
许多人的梦想是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强
有力的管理体系。如果搞“大法人”，县
域资金流向大中城市，农商银行脱

“农”，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省联社承担着相当大的管理责

任，一旦基层农商银行出现各种问题，
省联社都难辞其咎。在现行体制下，要
负责任，就必须有权力，否则，说话就没
人听。这也是省联社固守管理权力的
苦衷之一。”上述专家还表示。

还有位基层人士指出，让省联社淡
出行政管理职能，转向服务性机构，基
层农商银行没意见，监管部门也一直在
倡导，之所以推进效果不好，除了改革

的利益触动之外，就是没有完全找准改
革背后的逻辑博弈的关键点。

适合哪种模式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从各地农信
社改制为商业银行的做法来看，对农信
系统如何改制的分歧已有定论，那就是
继续“各自为政”，而非建设一个“超大
银行”，毕竟农信社各级法人和资产组
成、股本组成的关系太过复杂，建设一
个统一的大银行难度太高。该人士还
指出，这样“各自为政”的好处也较为明
显，对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将很有利。
但随之会出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省联
社的去向问题。

对于省联社的出路问题，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孔祥智表示：“我认为应从
两方面进行，对符合条件的就走农商银
行的道路，不符合条件的可成立一个管
理公司，主要起到服务的作用，指导农
村金融机构以中国乡镇为依托，改善
金融服务，那么农村金融机构就有了
活力。”

有位省联社负责人对此表示，省
联社改革的关键在于要维护农信系统

的整体性、维持农信系统的稳定性、保
证改革的长远性。他认为，不管是哪
种改革方案，都绝不能让各行社成为
一盘散沙，要充分发挥“小法人、大平
台”的优势，必须促进整个农信系统稳
定发展。“改革不能简单的就事论事，
也不能只是简单的见招拆招，要立足
于已有的基础，着眼于长远发展，只有
这样，改革才会持续深化，农信系统的
发展才会更加稳健。”他称。

一位省联社市审计中心负责人称，
从目前情况看，行业管理模式不仅限于
省联社的形式，也可采取宁夏黄河银行
的方式，通过股权形式参与管理。他表
示：“不管采取何种模式，只有把县级联
社联系在一起，才能克服县级农信社单
兵作战、抗风险能力差的弱势，从而发挥
农信社的网点、信息优势，在激烈的同业
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这样的模式得到了河南省一位联社
负责人的认可。他告诉记者，要以深化省
联社产权改革为动力，集中管理、创新品
牌等各种优势资源，动用政府、企业和社
会等各方面力量，加快组建农商银行控
股公司，带动整体改革。

省联社，当走向何方？
◎ 本报记者 杨喜明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大
同，第一站就到了大同市云州区的黄
花种植基地，和当地百姓嘘寒问暖、共
话扶贫。黄花种植作为大同的“扶贫
明星产业”再次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近年来，山西省大同市农信社紧
紧依托黄花种植这个产业优势，按照
山西省联社“一村一品一主体”的金融
扶贫要求，结合当地政府“转型跨越”
的战略部署，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
形成了以产业带动脱贫、靠增收实现
致富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截至4月
末，大同市云州区农信联社为黄花及
其上下游产业注入信贷资金规模达
1.55亿元，直接投放黄花种植加工产业
贷款 1.36 亿元，涉及黄花种植面积
2680公顷，扶持农户1386多户，扶持相
关商户和企业20多家，帮助全区成立
黄花专业合作社 95 家，吸收贫困户
7905 人。当地农户在农信社的扶持
下，将小黄花做成了脱贫致富的大产
业，实现了整村脱贫。

“没有农信社的帮助，公司也发展
不到现在的规模。”大同县三利农副产

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庞乃东如是
说。回想起当年公司刚起步，为解决
雨季黄花晾晒问题，该公司专门引进
黄花烘干技术及生产线，流动资金需
求骤增，但企业规模小、缺少抵押物，
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农信社主动上门，
仅用7天时间就为其发放了流动资金
贷款200万元，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记者了解到，在之后几年，当地农
信社在帮助企业解决资金方面的同
时，还积极助推企业改造升级，累计投
放3920万元助力企业先后在黄花保鲜
加工、富硒加工、黄花酱生产上进行研
究，开发有较高品位的黄花菜系列食
品，不断提高产量、品质，做精黄花产
业。与此同时，该公司通过推行“公
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农
户年加工黄花 6000 吨，带动县区 220
多名农户参与种植，农户收入大幅度增
加。此外，该企业线下产品远销广东、
福建、上海等地，线上产品入驻京东“中
国特产·大同好粮扶贫馆”，黄花系列农
副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在大同市农信社的信贷支持下，该

企业已然成为当地黄花菜加工龙头企
业，正向着规模化种植、集约化加工、品
牌化销售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迈进。

2019年7月，蜚声国内外的成龙国
际电影节使塞外的大同变得热闹和红
火起来。云州区的黄花田更是成了网
红打卡地，慕名而来的游客都喜欢到这
里畅游花海，拍照留念。据统计，客流
最高峰时，一天游客量可达上千余人。

云州黄花文旅产业如雨后春笋蓬
勃发展，忘忧农场就是其中的一个特
色乡村旅游项目。该农场位于云州区
坨坊村，占地面积100公顷，拥有43种
黄花品种。2018 年，该农场因扩建种
植大棚，资金短缺，一度陷入发展瓶
颈，云州区农信联社得知情况后，及时
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帮助企业设计信
贷支持方案，及时投放信贷资金 1000
万元，为农场发展注入活力。

目前，忘忧农场在农业旅游方面开
展多项休闲娱乐项目，如亲子成长、果
蔬采摘、营类拓展等。从2017年发展至
今，该农场已经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
通过耕种、栽培、研发、生产、销售一系

列的产业链，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和创收条件，在助力乡村振
兴、助力脱贫攻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大同市农信社牢记“脱贫
攻坚”的历史使命，在金融精准扶贫工
作中，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助力脱贫攻
坚。据统计，到今年4月底，大同市农
信社精准扶贫贷款规模达33亿元，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占到全市金融机构总
额的55%以上，居该市同行业首位。不
仅如此，大同市农信社通过个人精准
扶贫贷款的方式为全市2.12万户贫困
户提供信贷资金10.63亿元；支持全市

“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项目企业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56户，投放信贷资
金达到22.36亿元。此外，全市农信社
按照“扶持一个企业、支持一个项目、
带动一个产业、辐射一片贫困户”的产
业扶贫路线统筹推进，对浑源中药材、
广灵杂粮、天镇蔬菜、阳高杏果、云州
休闲观光农业等行业加大支持力度，
助涉农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增强贫困户
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直接带动1214名
贫困户脱贫致富。

塞外黄花分外香
——山西大同市农信社助力小黄花成就大产业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余忠阳 任伯麟

福建省农信系统核实客户信息

维护存款人合法权益
为加强客户身份识别，维护存款人

合法权益，近日，福建省农信系统开展
个人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核实客
户身份信息范围包括姓名、性别、国籍、
职业、住所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电
话、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
类、号码及证件有效期限。

近日，晋江农商银行便遇到了冒名
开卡的情况。当天，一名男子持外省所
在地身份证，来到该行要求办理借记卡
开卡业务。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经办柜
员要求该男子脱下口罩以核实身份证
信息时，发现该男子相貌与所持身份证
照片不相符，且该男子的口音较为本地
化，神色不安。随即，经办柜员立即暂
停办理业务，并采取措施稳住对方情
绪，而另一位柜员移至一旁隐蔽处拨打
了“110”报警。经民警核对确认，该男
子属于冒名开卡。

无独有偶，在莆田也发现了相同的
情况。前不久，一批外地户籍人员持身
份证，分别到莆田农商银行庄边支行、
国欢支行等多个网点，在相邻时间段要
求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经办柜员
在审核客户提供的开户证件时，发现其
长相与证件上的照片存在较大偏差，当
即要求客户提供户口簿或其他证件佐
证，并深入询问客户开户意愿、出生日
期、联系方式、常住地址等信息。面对
以上问题，客户回答支支吾吾、神色迟
疑，最终以未随身携带其他证件为由迅
速离开柜台。最后，经确认，这是一起
异常冒名开户事件。

据了解，2020年7月2日起，福建省农
信系统将根据相关规定，对在福建省农信
系统留存的身份信息存在不完整、不真实
等情况的客户限制提供金融服务。

何忠军 白 冰 朱军伟

银保监会监管数据显示

银行业总资产平稳增长
◎ 本报记者 吴叶琪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的一季度银行
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
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平稳增长，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信贷资产质量
总体平稳。

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末，我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 302.4万亿元，
同比增长 9.5%。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
外币资产 124 万亿元，占比 41%，资产总
额同比增长10.3%；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
币资产 54.2 万亿元，占比 17.9%，资产总
额同比增长12.8%。

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法人口
径，下同）不良贷款余额 2.61 万亿元，较
上季末增加 198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率 1.91%，较上季末增加 0.05 个百分
点；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 134万亿元，
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130万亿元，关注类
贷款余额4.1万亿元；商业银行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6001亿元,平
均资本利润率为 12.09%，平均资产利润
率为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