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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奋进、笃定前行，深化农信改
革谱写崭新篇章

改革管理体制，强化行业治理。省联社创
立 15年来，从理顺管理体制改革入手，在规范
石家庄、衡水、沧州原有的3家市级联社管理职
能基础上，在其他8个设区市分别设立办事处，
代表省联社对全省农信社行使行业管理职
能。为适应改革发展需要，按照监管部门要
求，2015 年至 2016 年将 11 家市级行业管理机
构（8家办事处、3家市联社）全部改制组建为审
计中心，履行行业审计、监督、评价、指导职
能。为解决县乡两级法人体制下责权利不清、
管理成本高、经营管理粗放、风险隐患多等问
题，2006 年全面撤销基层乡镇信用社法人资
格，完成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工作，
并在县级联社建立起“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架
构。针对全省农信社管理基础薄弱、案件多发
的实际情况，省联社创立后加强管理、铁腕治
乱，从制定78项规章制度、搭建行业管理“四梁
八柱”入手，从严从重查处典型案件，全面开展
案件风险隐患排查，积极推进全面风险管理，
有序开展案件防控年、制度建设年、依法治社
（行）、治理金融乱象等一系列活动，有力提升
了合规经营与管理水平，案件及风险防控能力
显著增强。积极推进全省农信社各级党组织
的集中统一领导，2009年成立全省农信系统党
委，实现了党对全省农信社的垂直领导。坚持
把党的组织建设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
推动法人行社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充分
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
积极组织开展党委巡察工作和行业作风纪律整
顿，并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积极推进纪检监察体
制机制改革，由省纪委、省监委向省联社派驻纪
检监察组。全省农信系统党委的成立和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为河北农信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纪律保证。

深化股份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农信社
实行股份制改造是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确定
的农信社改革方向。从2011年开始，省联社全
面启动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农商银行”）和改制组建农村信用联社
股份有限公司的“双改”工作。2015年底，省政
府印发《河北省推进农信社改革实施方案》后，
全省农信社在全省范围内打响“改制攻坚战”，
股份制改革全面驶入“快车道”。截至2020年5
月末，全省已挂牌开业的农商银行达到 67家，
占比46%；并相继组建了唐山、衡水、沧州、张家
口等4家市级农商银行。改制后的农商银行创
新发展理念，转换发展模式，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势头，成为全省农信社的“领头羊”和“排头
兵”。特别是“双改”后挂牌开业的首家农商银
行——邢台农商银行于 2018年获批“新三板”
挂牌交易资格，开创了河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
构进入资本市场的先河；唐山农商银行定向发
行股票申请获证监会核准，成为监管新规实施
后全省农信社首家获准机构。

发挥系统优势，催生发展活力。有效发挥
省联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全力推动
市县级行社扭亏为盈，从2011年开始辖内各法
人机构实现“九连赢”，并于2017年全部消化历
年亏损挂账，全省农信社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积极牵头推动全系统各级机构“抱团取暖”，综
合运用结对帮扶、并购重组、资金救助等市场
化方式，全力帮扶困难机构，努力发挥系统合
力化解高风险机构风险。积极推进“小银行+
大平台”发展战略，持续做大省联社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信息、资金、科技、人才、研发等优势，
把重心逐步转移到业务指导、产品开发、科技
支撑、风险管控、行业审计、培训服务、政策协
调等管理服务职能上来；同时，大力推动市县
级法人行社充分发挥机制灵活优势，加快建设

“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
市场主体，着力做好“前中台”业务，全面激发
发展活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支农支
小惠及燕赵城乡

省联社创立15年来，始终坚定“立足三农、
面向县域（社区）、服务中小企业”市场定位，不
断提升河北农信支农支小、支持民营经济的服
务效率和水平，全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和普惠
金融发展。

牢记支农使命，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始终
坚持聚焦“三农”，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加大信
贷投放，将信贷资源向“三农”倾斜，不断加大
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公司+基地+农户”新型模式和现代农业、绿色
消费等新兴业态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化信贷
结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
业生产发展方式转变，助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支持“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民居住环
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丰富支农方式,加强与
政府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的合作，全力推广

“政银企户保”信贷模式，推动建立贷款风险分
散和政策保障机制；丰富农村地区担保方式，
持续推进“三权”抵押贷款工作，有效提高了三
农申贷获得率。截至 2020年 5月末，全省农信
社涉农贷款余额6045亿元，占全省农信社各项
贷款余额的54.47%。

强化支小担当，助力县域实体经济。强化资
金支持，紧紧围绕国家和河北省战略部署，积极
对接符合产业政策方向、成长性高的小微企业，
重点支持新业态、新经营模式的小微企业。开办
股权质押贷款、抵（质）押+保证贷款、小微企业联
保贷款等，努力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慢、贷
款贵问题。加强沟通协作，主动对接工商联等有
关部门，积极与税务部门和银保监部门沟通开展

“银税互动”，为诚信纳税企业提供更加便捷优惠
的金融服务。提升服务能力，建立小微企业贷款
服务等专项规定，规范服务收费，简化审批流
程。推进小额信贷改革，因地制宜推广小贷中心
模式，实现小贷余额快速增长。建立尽职免责机
制，使信贷人员不畏贷、惧贷，最大限度满足小微
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有效促进了小
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2020年5月末，全省
农信社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884亿元，占全省农信
社各项贷款余额的62.03%。

突出创新成效，全面提升服务实力。2016
年，省联社联合省农工办在全省全面启动“双基”
（基层农村信用社和基层党组织）共建农村信用
工程，并逐步将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等客户纳入“双基”共建工作范
围，积极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截至
2020年5月末，全省已建档农户619万户并全部
完成信用等级评定；已授信农户117万户、金额
2114亿元；评定信用村14550个、信用乡（镇）234
个、信用示范区255个。顺应农村金融服务需求
变化，积极稳妥创新信贷产品，成功研发“农贷
宝”“商贷宝”等“宝”系列特色产品，以循环贷款
模式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其中“农贷宝”产
品被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服务三农20佳金融
产品”荣誉称号。截至2020年5月末，全省农信
社“农贷宝”“商贷宝”贷款余额达到490亿元。

精准扶贫、情系民生，践行社会责
任彰显农信情怀

15年来，省联社始终坚持将地方金融机构的
责任担当融入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在扎根本土、
做好金融服务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用生动的金
融实践诠释了河北农信社会责任的知行合一。

立足行业优势，坚决助力脱贫攻坚。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最大限度发
挥行业优势，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强化扶
贫政策倾斜，建立特惠金融服务机制，发挥好
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对产业扶贫贷款实施利
率优惠，用足用好用活扶贫再贷款政策。截至
2020年 5月末，全省原有 62个贫困县县级行社
贷款余额3299亿元，其中10个深度贫困县县级

行社贷款余额 428亿元。2017年至今，全省农
信社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4亿元，占全省银
行业金融机构同类贷款投放总量的 51.86%。
扎实开展驻村帮扶，2012年以来全省农信社党
委共向203个村派出816人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帮扶资金高达6981万元，帮扶物资价值1343万
元，有力助推了贫困村脱贫工作，其中仅省联
社机关选派50多名优秀驻村干部分赴衡水、张
家口等地驻村帮扶，累计向衡水、廊坊、张家口
等辖内结对帮扶贫困县、贫困村捐赠帮扶资金
5060万元。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宣传党和
国家重要扶贫政策，制作并发放年历、明白纸、
手册等宣传资料，广泛开展“金融夜校”“金融
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普及月”等宣传活动，
2008年以来按照省委宣传部安排，先后到石家
庄、邢台、保定、张家口等地开展“三下乡”服务
宣传，累计捐赠款项238万元。省联社在全省扶
贫工作成效考核中连年获得“好”的成绩，并荣
获“全省金融扶贫优秀单位”“全省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驻村帮扶工作得到了省政
府领导充分肯定。

坚持帮扶助困，积极传递农信温度。在做
好系统内困难职工救助的同时，积极做好弱势
群体帮扶、贫困学子入学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现实的民生问题。针对妇女、下岗失业人员、大
学生和残疾人等不同的创业需求，探索开发“创
业宝”系列贷款产品，为创业人群提供了行之有
效的金融服务，以金融力量支持创业、带动就
业。积极助力莘莘学子圆梦，自2005年起省联
社与省教育厅开展对接，推动市县级农信机构
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政治工作、重
点工作推进，逐年加大助学贷款额度。15年来，
全省农信社累计发放助学贷款 22.4亿元，已帮
助全省超过19万学子圆了大学梦。

汇聚农信力量，大灾面前展现大爱。灾难
无情人有情。面对各类灾害疫情，河北农信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出资出策出力，与受灾群众
和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2008年汶川地
震、2010 年玉树地震抗灾救灾工作中，累计支
援财物达 2000 多万元；2012 年和 2016 年河北
省两次发生局地特大洪涝灾害，在部分农信社
受损严重的情况下，率先在当地恢复基础金融
服务，全力做好信贷支持，不抽贷、不断贷、不
压贷，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积极满足受灾
客户资金需要。特别是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全系统累
计捐款2657万元，捐赠防疫物资273万元，信贷
支持金额 13.3亿元（含授信），有力支持了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服务业度过疫情难关，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了重
要支撑。

15年来，全省农信社在改革发展和服务河北
经济社会建设中不断成长壮大，年度纳税总额逐
年攀升，由2005年的3亿元跃升至2019年的70
亿元，增长23.3倍，15年来累计纳税538亿元，为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了河北农信力量。

强化创新、做优服务，以客户为中
心打造普惠金融

2005 年以前，河北农信电子银行发展缓
慢，省联社创立后，不断提升产品创新和渠道
拓展能力，电子银行业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有效克服了业务发展短板并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

电子银行产品日益丰富，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2008年，省联社创建“信通卡”品牌，填补
了河北农信银行卡业务空白，经过多年发展，

陆续开发借记卡产品50余种，2017年成功首发
信用卡，银行卡产品体系逐步完善。不断丰富
银行卡功能，实现了银行卡从简单的“存款、取
款、汇款”业务载体到多层次、多品种的应用服
务载体的转变。不断加大自助设备布放力度，
优化河北省城乡特别是农村地区银行卡受理环
境。2011年，启动“农信村村通”工程，广泛建设

“金融便民店”，推动银行卡受理网络向农村延
伸，有力有效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截至2020年5月末，全省农信社发卡存量
达 6716万张，累计布放自助设备 8675台，建设

“金融便民店”21349个，大幅提高了农村金融服
务的便利程度。

移动金融体系日益完善，服务方式不断创
新。为有效满足客户日益多元的金融服务需
求，自 2010年以来，河北农信陆续开通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服务渠道，创新
推出“农信 e购”“随 e盾”“e缴费”“e挎包”移动
银行等“e”系列产品，着力为客户提供快捷、安
全、贴心的现代化金融服务。逐步开通银联云
闪付、支付宝、财付通、京东支付、拼多多等16种
支付渠道，移动金融产品体系日益丰富，客户体
验得到全面提升。截至 2020年 5月末，全省农
信社手机银行客户达 1392万户，“农信 e购”聚
合支付商户 142万户，网上支付服务客户达到
1903万户，“e缴费”服务客户超过1600家。

中间业务种类日益增多，服务范围不断延
伸。河北农信紧紧围绕客户所需，大力拓展对
外服务，与财政、税务、社保、交通、教育等政府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15年来先后推出了“银财通”“银政通”“e
卡通”和“普惠金融易收付”四大系列中间业
务，涵盖财税通、国库通、ETC业务等21种全省
性中间业务产品和18项地方特色产品，服务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979家。相继开办代理保
险、实物贵金属、理财等业务，代理业务范围持
续拓宽，促进了河北农信多元化发展。积极拓
展中间业务服务渠道，开通市县级农信机构代
收水、电、热、气等服务193项，进一步畅通了民
生缴费渠道，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认可。

科技兴社、激发动能，强化科技支
撑推进高质量发展

省联社创立后，始终坚持科技兴社发展战
略，全面加强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系
统研发和科技风险管控，以信息科技创新助力
业务发展，全省农信社信息科技现代化水平得
到大幅提升。

夯实科技基础，提高信息科技水平。省联
社创立之初，全省农信社信息化建设基本为

“零”。15年来，省联社逐步加强信息科技和电
子化建设，从2008年初全省近5000家网点全部
接入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历史性实现全省农信
社“数据大集中”和通存通兑，到 2018年初“第
二代核心业务系统”成功切换上线，彻底解决
了利率市场化、金融产品定制化和业务发展差
异化问题，在客户服务、业务创新、运营支持三
大领域实现飞跃性提升。省联社先后建成核
心账务类、渠道管理类、支付结算类、中间业务
类、管理报送类、数据管理类、基础平台类等 7
大类 204套应用系统，实现对全省农信社信息
资源的共享和业务流程的协同，为基层行社开
展业务创新、特色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等提供
了有力的系统支撑。

强化科技引领，推进发展转型升级。省联
社创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战略性信息化项目
建设，为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高水平

建成 6500平方米生产中心机房，建立生产网、
办公网、互联网三网架构的网络系统，建设“河
北农信大数据云”，为承载各类管理系统运行
提供了有效保障。积极运用移动互联网等技
术手段拓展服务渠道，不断扩大金融服务覆盖
面，全力打造全渠道银行，努力实现以客户为
中心、线上线下、“一站式”、差异化的金融服
务。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数字转型，大力
开展“应用上云”微服务，构建企业级架构信息
资产库，推进核心技术自主掌控，快速高效实
现产品创新，为实现管理决策、量化经营、风险
管控、客户体验、产品创新等核心能力的跨越
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引擎和平台支撑。

优化系统运维，加强科技风险管控。为确
保业务发展平稳运行、金融服务安全高效，省
联社不断加大信息科技风险的防控力度，逐步
推进“两地三中心”体系建设，先后建成同城应
用级双活数据中心、异地数据级灾备中心，实
现“保支付、保生存”建设目标，为开展金融创
新提供了坚强后盾，其中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建设达到了国内农信系统先进水平。持续优
化 IT治理体系，先后获得信息科技运行管理体
系认证（ISO20000）、信息科技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ISO27001）和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三级认
证（CMMI3），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日趋完
善。不断提升信息系统应急处置能力，定期组
织全省农信社开展真实业务切换演练和各类
应急预案演练，实现了数据零丢失、切换无感
知，全面构建了有效的信息安全防线。

凝心聚力、塑优形象，培育企业文
化提升竞争软实力

15年来，省联社内外兼修、凝心聚力，形成
了一套独具河北农信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基
本实现全省农信社网点标识标准化、服务行为
规范化、劳动关系和谐化、人才培养战略化。

凝聚共识激发动力，建立河北农信文化体
系。2005年省联社创立后，逐渐培育了独具河
北农信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先后确立了河北
农信企业精神、宗旨、定位、愿景、使命和价值
观。2014年，在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指引下，
省联社结合河北农信实际，提出了“存贷两旺、
资产优良；治理有效、风险可控；行业领先、监管
达标；服务三农、贡献社会”的行业梦想，逐步确
立了“改革、发展、合规、提升”的经营理念和稳
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为建设现代金融企业制
定了科学的发展目标、描绘了美好发展蓝图。

统一标识优化服务，提升河北农信窗口形
象。积极对标现代金融企业建设要求，启动全
省农信社统一的视觉形象标识，加强网点功能
建设，全力规范和改造全系统近 5000家网点，
基本实现了形象统一、功能完善、业务分区、客
户分流的建设目标。深入开展星级网点和旗
舰店创建活动，推动营业环境、文明服务不断
上档升级，累计评定旗舰店网点 20家、五星级
网点 225 家、四星级网点 900 家、三星级网点
1927 家，其中多家网点获评中银协“五星级网
点”“百佳示范单位”“千家示范单位”等荣誉，
河北农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加强宣传展现风采，扩大河北农信品牌影
响力。持续加大宣传平台建设力度，开通省联
社门户网站，创办省联社微信号，在全国农信
系统率先建成全省性网点信息发布系统，为开
展品牌宣传提供了重要平台。建设河北农信
展馆，精心打造对外交流名片，定期举办新闻
发布会、记者座谈会、媒体通气会，组织开展

“河北农信行”媒体记者走基层采访活动，形成
银媒互动新模式。以“河北农信”“农商银行”
冠名当地重要活动和职工文体活动，全方位展
现新时代河北农信新面貌、新风采，有效提升
了河北农信知名度和影响力。

省联社创立后的15年，是河北农信深化改
革、加快发展的 15年，也是经营管理取得历史
性突破的15年。站在新的起点上，省联社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
动服务河北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全省办好“三
件大事”、打赢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落实

“六保”等目标任务，稳步推进河北农信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企业，不忘初心、不负
韶华，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文/图：冯茂林 高玉成 荆志）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创立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创立 1515 周年改革发展谱新篇周年改革发展谱新篇
河北省联社党委宣传部

2005年6月29日，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正式挂牌开业，开始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履行行业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15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人民银行、银保监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省农村信用社（含农商银行、农合银行，以下简称全省农信社）立足燕赵大地，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加快发展、强

化服务、防控风险，在大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了自身脱胎换骨式的蝶变，已经发展壮大为服务河北的金融主力军，成为联系燕赵百姓最直接的金融纽带，是全

省营业网点和从业人数最多、服务区域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普惠金融贡献度最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截至2020年5月末，全省农信社资产总额1953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165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097亿元，分别是省联社创立前的7.8倍、7.3倍、8.2倍；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达到21.74%和19.63%，均位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数据指挥中心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数据指挥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