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编辑：陈智胜 2020年7月7日 E-mail：zhgnxb@126.com66 前沿

7 月 1 日，吉林省
伊通县农信联社纪委
为全辖 110 名党员送
去了专属“政治生日”
贺卡，给党员送去了
祝福和温暖，向党员
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
崇高的敬意。用“重
温入党誓词”“赠送生
日贺卡”等新形式，为
党员赠送“政治生日”
贺卡，是伊通县农信
联社纪委纪律教育的
又一个“加油站”。

王艳超

在山西省广灵县攻克深度贫困的主战场上，广大扶贫干部义
无反顾，冲锋在前，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而李永
全就是金融扶贫路上一块默默无闻的“铺路石”。

2018年，李永全随同市、县联社领导深入帮扶的广灵县一斗
泉乡裴家洼村调研，当他得知扶贫工作队还缺一名队员时，当场
就向市、县联社领导请缨。不久，他的请求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成
为裴家洼村扶贫工作队的一名队员。

正式进驻裴家洼村后，李永全便一头扎在村里，了解村里的
基本情况，调查村里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对照全村203户建档立
卡户的档案，一户一户落实扶贫政策，有针对性制订脱贫计划。
他在广泛接触贫困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建档立卡户
的档案，这不但为工作队扶贫攻坚提供了一手资料，也为帮助贫
困户尽快脱贫、精准施策提供了依据。

在李永全帮扶的贫困户中，有个贫困户的妻子是云南籍，由
于各种原因，户口一直未迁入裴家洼村，党的扶贫政策她也享受
不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永全先后多次去本乡派出所反映沟
通，了解政府的户口政策和迁户流程，多次与云南当地的派出所
取得联系并开具证明。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把贫困户妻子的户
口迁到了裴家洼村，而且还成了建档立卡户，享受到了党和政府
的扶贫政策待遇。

为了发挥好金融扶贫的杠杆作用，李永全依靠自己在金融部
门的优势，在摸清扶贫贷款需求的基础上，协调广灵县农信联社
为该村 123户养殖户联系发放小额贷款 133笔，金额 894万元；扶
持该村养羊 1500 多只、养牛 50 头；支持养殖专业合作社养驴 80
头，使贫困户脱贫落到了实处。

2019年是广灵县提前1年实现整体脱贫之年，尽管裴家洼村已
于2017年整体脱贫，但脱贫户收入依然很低。为此，扶贫工作队除
了要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成果外，乡村提升工程的工作
量很大，村里安装路灯、解决人畜吃水、捐建“爱心”澡堂、“爱心超
市”等各项工程，有的刚筹建，有的将要扫尾，工作千头万绪。李永
全是扶贫工作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加班加点丝毫不退让，每天跑工
地、跑资金、跑材料，忙的不可开交，100多天他未回过家。

扶贫工作两年来，平时爱穿皮鞋的李永全穿上了耐磨实用的
旅游鞋，而且已穿破了好几双。他虽然脸晒黑了，腿跑瘦了，但他
真扶贫的愿望实现了，他为自己选择的扶贫之路而骄傲。

张玉国 赵多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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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农金人

四川省农信联社宜宾办事处

以党建创新促业务发展
今年来，四川省农信联社宜宾办

事处党委坚持“围绕经营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发展”总体思路，认真执行
省联社“一级管一级，一级对一级负
责”的要求，创新党建载体，促进经营
管理迈上新台阶。

工作中，该办事处制定实施了
《班子成员创先争优积分管理考评办
法》，综合业务经营、重点工作、分管
工作、作风建设、党的建设、群众评议
等积分维度，按所辖行社班子成员权
责不同，实行差异化权重，推行正向
和负向双向积分。同时，该办事处还
制订并施行基层党建工作量化考核，
推动“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发展”落地见效。 李中庆 赖祥杰

鄢陵农商银行

构建“党建+”工作机制
近年来，河南鄢陵农商银行始终

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的发展思路,全
力构建“党建+”工作机制，深入持久强
化党的建设，实现思想引领力、队伍凝
聚力显著提升，为转型发展、脱贫攻坚
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该行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业务”的理念，找准党
建与业务的结合点，大力推进“整村
授信”，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
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严格落实扶
贫小额贷款政策，聚焦建档立卡贫困
户，支持贫困户稳定脱贫；充分发挥
产业扶贫带动作用，择优发放产业扶
贫贷款，促进贫困户致富。 葛建波

日前，浙江建德农商银行与辖内
企业“两新组织”以党建引领银企“红
色联盟”方式持续深化合作，不断丰
富“党建+金融”内涵，以党建“沃土”
赋能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中，该行以各支行党员干部
作为沟通联络的桥梁，“点对点”形成
党建服务共同体，进一步促进党建结
对，深化党建联盟共识，推动党员干
部下沉走访，全面了解企业信贷需
求，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此外，该行设立了 25亿元银企“红色
互动”专项信贷资金，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汪胜豪 范颖

建德农商银行

党建联盟助企业复工复产

近年来，山东高唐农商银行不断
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积极探索党建
工作新思路，以“一二三”工作法为依
托，着力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增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让“小支
部”在助力全行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发挥大作
用，拥有“大舞台”。

该行围绕党员教育提升这个中心，
持续做实做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坚持
将学习教育与“主题党日”、整村授信、
金融夜校等活动有机结合，组织党员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章、党规、
党纪。同时，该行党委书记为全体党员
讲授“担当作为”主题党课，组织党员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以组织生活会、民主
评议党员等形式，组织党员找准自身存
在的突出问题，利用好谈心谈话、互相
批评利器，全方位提升党员素质。

高唐农商银行以为民服务为突破
口，组织党员群众进入到村庄一线，在
全辖开展了社保卡激活、“整村授信”、
金融夜校等活动。如高唐农商银行汇
鑫支行党支部其辖区内有高唐县最早
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的纪念馆，为此，
该党支部打造了“重温谷兰情，聚力再

出发”支部品牌，全体党员以革命先烈
为榜样，深入村庄一线，共举办金融夜
校 30 余场，支持当地建设冬暖式大棚
38 个，投放大棚贷款近 700 万元；完成

“整村授信”26个村，授信 1723户、金额
9615万元，为乡村振兴、村民生产生活
提供了金融支持。

该行坚持“党建带团建、党员带群
众”工作思路，在全行广泛开展党群“结
对共发展”活动，以党员先进党性修养
带动积极分子、发展对象以及普通群
众，进而转化为投身党建工作和高质量
发展的行动自觉。高唐农商银行南湖
支行党支部是省联社验收通过的过硬
党支部示范点，现有 5名正式党员且全
部为女性。该党支部在工作中坚持党
员带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影响普通群众
的“师徒模式”。截至目前，该支部小微
信贷中心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3700万
元，支部书记及党员分别被评为省级先
进共产党员和县级优秀党员，2名员工
被评为营销先进个人。

日前，高唐农商银行 12 家农区支
行党支部共确定了 24 家党建共建单
位，建成样板村 29 个，授信 2078 户、金
额 1.65亿元。 宋洪雷

高唐农商银行探索党建工作新思路

让“小支部”拥有“大舞台”

送戏下乡，老少咸宜共享文化盛宴；
学习雷锋，慰问孤寡老人弘扬传统美德；
佳节祈福，千份腊八粥传递暖暖温情；共
同战“疫”，5万元捐款彰显责任担当……
这些，只是江苏扬州农商银行“金融助
理”深入社区，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缩
影。而“金融助理”派驻工作是扬州农商
银行正在全力打造的党建品牌。

今年以来，扬州农商银行积极落实
扬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加强街道社区与
驻区单位党组织共建共享互联互动的
实施意见》精神，与湾头镇政府签署了

“党建+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选出 7名优秀客户经理到当地
镇、村（社区）、商会挂职“金融助理”。

自“金融助理”派驻以来，其与各级村
组、社区开展了高频互动，举办了各类主
题活动，累计驻点服务96次，普及金融知

识及接受业务咨询2000余人次，全方位金
融服务惠及湾头镇居民约5000人次。此
外，“金融助理”驻点期间对村委（社区）的
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金融知识辅导，多触
点、精准化地向村民宣传金融知识以及
本行的产品信息和优惠政策，有效发挥
了党建对业务发展的引领和纽带作用。

广陵科技支行是扬州农商银行推
进“党建+金融”模式的首批试点行，也
是全行联建共建的“领头雁”。该支行
严格执行“五个一”工作法，即每周至少
开展一次驻点服务，每月开展一次现场
宣传，每季度开展一场专题讲座，每半
年开展一次党组织互动，每年开展一次
爱心捐赠活动，并及时发布宣传新产
品，主动对接该镇企业与居民的金融需
求，为该镇的产业发展积极融资、融
智。截至 5月末，该支行贷款达 7348万
元，较合作开展前上升2037万元。蒋劼

扬州农商银行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派驻“金融助理”践行普惠金融

平顶山市郊农信联社坚持党建引领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近年来，河南平顶山市市郊农信

联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压实管党治党
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相融互促，用好
守正创新重要方法，努力培育更多的
党建“金字招牌”，全面提升党支部组
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为平顶山
市市郊农信联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强政治保障。

工作中，该联社始终坚持党委书
记抓基层党建，着力通过抓学习、抓队
伍、抓考核的精准施策，夯实党建基
础，形成党建合力。为稳健推进“两学
一做”活动，该联社党委利用“三会一
课”、党员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
等制度，多策并举做好党员干部的思
想教育，开办“午间课堂”，组织机关党
员干部集中“充电”。该联社党委狠
抓基层党支部队伍建设，通过支部换
届选举，配备了党支部的核心力量；

针对“软弱涣散”党支部进行了集中
排查和调整，增添了基层党组织的活
力；通过实施联社班子成员定期定点
联系基层党支部、机关部室包社参加
支部活动等形式，组织和督促各支部
积极开展政治学习和组织活动。今年
初，该联社党委制定了党建目标任务
及考核措施，并与基层各支部书记签
订目标责任状，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纳入同步考核，提高了党建工作的
重要性。

该联社党委坚持“抓业务从思想
出发”的理念，紧密围绕业务开展党
建工作，积极运用党建优势解决业务
难题；各基层支部每季向联社党委汇
报支部带团队工作开展情况，分享经
验、交流心得，及时把好的做法总结
提炼出来、推广出去，使得团队凝聚
力、战斗力大大提高，形成了团队比、
学、赶、帮、超的氛围。在抗击疫情

中，该联社党员积极参加义务“消
杀”、支援社区、奉献爱心等活动，极
大地带动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为疫情
期间工作的平稳开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全面落实主体责任，该联社党
委与各支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强化“一岗双责”，将贯彻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领导干部绩
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评先、评
优的重要依据之一。

该联社通过“党员先锋岗”的带动
作用，以“电子银行”和“金燕e贷”为抓
手，把党建共建嵌入产品营销和金融
服务，探索“窗口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的新路径，构建“走出去”和“请进来”
的网格化营销管理新模式，提高了市
场占有率。截至 5 月末，该联社各项
存款余额达 88.45 亿元，较年初净增
9.57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69.59 亿元，
较年初增加4.19亿元。 姬淑玲

今年以来，湖南蓝山农商银行紧
紧围绕省联社、永州办事处工作要求，
始终紧扣“党建共创、金融普惠”工作
主题，坚持“规定动作整齐划一、自选
动作富有特色”的工作原则，扎实开展

“党建共创、金融普惠”工作。
今年初，该行党委班子成员通过

电话、微信等方式加强与全县各级党
组织沟通联络，广泛听取大家对如何
开展好 2020年“党建共创、金融普惠”
行动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收集、归纳
总结，明确今年工作重心，科学制定

“时间表”和“路线图”，为全年扎实有
序开展“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打
下坚实的基础。

疫情防护期间，该行党委要求各支

行与全县171个签约行政村建立微信工
作群，在群里向村民开展综合营销和“党
建共创、金融普惠”宣传，了解村民需求，
线下再展开“点对点、一对一”的服务。

工作中，该行成立了“党建共创、
金融普惠”行动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并
联合县委组织部下发了《蓝山县 2020
年度“党建共创 金融普惠 助推乡村振
兴”考核办法》和《蓝山县 2020 年度

“党建共创、金融普惠、助推乡村振兴”
行动方案》，指导各级党组织和支行开
展工作。

为了开展工作，该行与第三方公
司开发了金融普惠管理系统，该系统
充分借用政府部门大数据，将全县所
有人员基础信息导入，并可以根据采

集的信息进行客户等级划分，可以更
加精准、便捷开展工作。为落实湖南
省推动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
工作会议要求，该行以“党建共创、金
融普惠”行动为切入点，积极主动向县
委县政府汇报，全面融入综合服务平
台“一门式”服务窗口建设。目前，蓝
山县“一门式”服务领导小组已经明确
指定该行承担“主办银行”，全县 14个
乡镇、209个行政村（社区）的综合服务
平台“一门式”服务窗口建设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该平台的建立打通金融服
务农村最后“一公里”，让村民足不出
村就能享受各种优质金融服务，打造
有温度的“村口银行”“社区银行”“百
姓银行”。 唐辉

蓝山农商银行明确工作重点

党建共创推进普惠金融

吉县农商银行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七·一”建党节期间，山西吉县

农商银行组织党员干部在当地东城乡
社堤村红色党支部旧址开展了“不忘初
心·重温入党志愿书”主题党日活动。

会上，该行党委书记带领全体党
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党员代表结合重
温入党志愿书的感受和入党“初心”，
对照党章要求，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
工作实际，交流了心得体会。 葛丽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四川省平昌县大寨镇柏杨村位于
大寨场镇中心，在当地精准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该村很快就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实现了整体脱贫。

近日，记者随四川省农信联社巴
中办事处党委书记毛强一行驱车近两
个小时来到柏杨村。在该村驻村第一
书记陈毅波的陪同下，回头看看他 5
年来的扶贫之路。

那是个雾气掩山的日子，柏杨村
通村路完成了最后一米混凝土路面的
浇筑，成功与乡道联通。历时半年，这
条村民盼了10多年直接惠及沿途600
多村民生产、生活，长 7.2公里的通村
路在多方努力下终于硬化完工，村民
最揪心的“出行难”问题得以解决。再
不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不
会因路不通把“豆腐都整成肉价钱”；
农资、电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可直接送
进来，村民的农副产品也能及时顺利
地运出去。当梦想照进现实，许多村
民流下了激动的泪。

从四川省农信联社巴中办事处来
柏杨村报到时，迎接陈毅波的却是颠
簸之苦。与老支书的彻夜长谈，深入
基层听民意，看到朴实的乡亲们因发
展不足窘迫的现状，让陈毅波更坚定
了在这里吃苦的准备，决定首战修好
通村路。为破解基础设施滞后的瓶

颈，他频频汇报，烦亲求友，找到“娘家
人”巴中办事处，经过办事处的努力，
协调项目，争取资金，加快了通村道路
建设，提前完工。

这条道路，承载着柏杨村村民的
企盼与梦想，凝聚着农信人的心血与
付出，为柏杨村脱贫奔小康铺就发展

“快车道”。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键。产

业发展滞后是柏杨村贫困的又一重要
原因，村集体产业几乎空白，村民家庭
经济发展由于缺资金、技术始终迈不
开步。

经多方走访、考察、征询，该村确
定了“长中短结合、多元化发展”的思
路，积极培育到户产业，持续做好“输
血”；通过龙头企业引领、新型经营主
体带动引导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贫困
户发展产业，多渠道“造血”。

在陈毅波的带领下，柏杨村的干
群也开始走出村门，取经求变。贫困
户走到巴州区白庙乡考察“透明农
业”，村“两委”和群众代表走进恩阳区
大课堂学习产业发展和新村建设，斯
滩镇花椒产业园里也迎来了柏杨村的
一批学员。

为争取产业发展资金，陈毅波回
城顾不着去看一看嗷嗷学语的孩子，
直奔单位汇报；村主任翻山越岭入户
动员村民发展庭园经济；核桃种植技
术员到村培训。

苦心人，天不负。绿阳科技有限
公司带着资金和技术来柏杨村安家落
户了，心江种植合作社带着合作的意
向来村考察了，李丽也带着几年的积
蓄返乡创业建起了规模化养猪场。忽
如一夜春风来，柏杨村在悄然地变化，
变化的不仅是村民的观念，更有柏杨
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终于到了核桃苗栽种的日子，一
大早，村民们就开始在各自地里忙着
栽种。土地，早在一周前就已严格按
技术要求除草、施肥；树苗成捆排列在
田埂上。挖坑、栽种、覆土，一株株核
桃苗就这样载着村民们的期望，小心
翼翼地在土地中安营扎寨。村民们脸
上漾着笑容，眼里溢着热切。

如今的柏杨村，山上成片的核桃
林精神抖擞，堂前株株红心柚随风摇
曳，水波粼粼的鱼塘锦鳞群集。柏杨
村家家户户都有了家庭增收的渠道，
229万元小额扶贫贷款如一池“活水”，
让村民在产业发展致富的道路上越走
越宽。

细数着件件驻村工作点滴，有太
多回忆和感触，窗外，月光如泻，树影
婆娑；远处灯火闪烁，屋舍俨然，一切
都那么安然恬静。

柏杨村路、水、电等村基础设施完
善了，脱贫致富的产业起步了，常光成
的小酒坊经营得有模有样，残障人士
苟尚全的脸上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2016年，柏杨村接受组织验收，顺
利摘帽；2017 年，柏杨村被评为省级

“四好村”，扶贫先进事迹被省市多家
媒体报道。

“脱贫摘帽后，四川省农信联社
巴中办事处和平昌县农信联社还能
帮扶我们吗？”“以后，你们还能经常
看我们吗？”

面对村“两委”担心，贫困户的疑虑，
农信人念兹在兹，掷地有声：“贫困户不
脱贫，我们的帮扶就不‘脱钩’，乡村们不
奔小康，我们驻村队就不‘收兵’。”

季布一诺，千金不移。心与心的
碰撞，实打实的帮扶，房前屋后、田间
地头、产业园里、养殖基地，处处都有
农信人的足迹与身影。

刘元红家产业发展资金出现短
缺，帮扶干部王晓荣便出面协调办理；
全村贫困群众的庭园经济需要扩大，
1500羽鸡苗便及时发放到每家每户；
发展村特色产业和整治农村环境，10
万元资金马上到位。

在奔小康路上，农信人用行动践
行着“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
扶的庄重承诺，彰显着扶贫路上与爱
同行的责任和担当。

“这几年，农信社的帮扶让我家发
生了巨大变化，在他们信贷帮扶下，我
贷款在镇上经营起了火锅，加上庭园
经济、土地流转收入，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了。”柏杨村村民田明智高兴地说。

驻村第一书记陈毅波的扶贫路

7月1日，黑龙
江省建三江农商银
行党委联合各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牢
记中国共产党 99
载风雨兼程、艰苦
奋斗的峥嵘岁月，
将党魂、民族魂深
深烙印在心中。

牟昕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