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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农商银行

推出“家庭农场贷”产品
今年以来，湖南祁阳农商银行积

极加强与政府和相关部门沟通，切实
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为满足“三
农”信贷需求，推出“家庭农场贷”信贷
产品，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优质
便捷的金融服务。

工作中，该行采取分类实施策
略，推出“家庭农场贷”，金融服务对
象分为种植类、养殖类农村经营主
体；对种植类的农村经济主体农场经
营土地面积 3.35 公顷以上或联营的
农场经营土地面积 6.7 公顷以上、生
猪养殖存栏在100头以上的家庭农场
给予贷款支持。 何发明 柏帅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庄
村贫困户孙传芬的一场婚礼，被村民
笑称是“菇小姐”喜嫁“棒小伙”，好日
子在后面。

这还要从几年前说起。2018 年，
湖北郧县农商银行扶贫工作队在骆
庄村宣传动员种香菇，政府部门提供
技术指导，合作社包销售，农商银行
提供资金支持，多好的事，可响应者
不多。

就在这个时候，骆庄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孙传芬主动找到扶贫工作队
报了名，郧县农商银行给她办理了5万
元贷款。孙传芬种植了1万棒香菇，一
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开始采摘香菇了，一个人实在忙
不过来，需要一个得力帮手。经了解，
发现本村的张功成很合适，人勤快又
腾得开手脚，妻子去逝不久心情还处
在低潮期，找点事干心情或许还能好
起来。扶贫队员带着试试看的心情上
门一说，张功成答应了。

三茬香菇养下来，刨去成本净赚3
万多元，当年孙传芬就脱了贫。孙传
芬一下子成了村子里的“名人”。不用
动员，孙传芬就是例子，随后，骆庄村
种香菇的人多了起来。

2019 年，孙传芬种香菇再传“喜
报”，除去成本净赚 4万多元。孙传芬
在收获香菇的同时又收获了爱，两年
共同劳动，两年相互帮助，孙传芬与张
功成早已结了下爱情的种子。婚礼就
在香菇种植现场举办。 朱江

在寻求党建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贵
州独山农商银行第十三党支部坚守服
务支农支小初心，找准党建与业务融合
的切入点，持续强化党建的夯基，不断
扩宽党建的宽度、深度和广度，努力打
造心系“三农”的党支部。

该行第十三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
引领，狠抓业务”的发展战略，坚持打造
政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的支部队伍。
该支部党员建立联系点制度，走村入
寨，为村民切实解决金融需求难题；严
格执行总行党委各项制度，实现党内组
织生活标准化，建立“队伍建设、运行机
制、阵地建设、工作流程、活动组织、工
作制度”6 项工作机制，保障党员队伍
廉洁高效；做实常规工作实现党员发展
教育管理标准化，定期通过中心组学
习、支部书记上党课等方式，组织党员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等，激发支部党员先

锋带头作用。
在影山镇脱贫攻坚“职业茶农”座

谈会上，该行第十三党支部通过畅通信
贷绿色通道，推出“抗疫复工贷”等6款
抗疫产品，助力茶农把时间抢回来，把
损失补回来，为茶农们吃下“定心丸”。

“关键时刻，是农商银行动给我发放
了20万元支农再贷款用于茶青收购及茶
叶加工，帮我渡过了难关。”影山镇翁台村
村民石仁祥激动地说。

工作中，该行第十三支部按照“优
先处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的原则，
通过发放低利率的专项支农再贷款
等，有效解决茶农复工复产中面临的
资金周转不灵、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全
力支持影山镇绿色产业复工复产。截
至目前，该行第十三支部累计发放扶
持茶叶种植的专项支农再贷款 33 笔，
金额352.6万元。 岑坤

独山农商银行坚守支农支小初心

打造心系“三农”党支部

今年以来，吉林延边农商银行营业
部结合总行党委、纪委工作部署，创新
廉政教育方式，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工作，牢牢握好全面从严治党“方
向盘”，打好日常廉洁“预防针”，凝聚党
员干部拒腐防变合力，推动崇廉拒腐风
气向基层延伸。

本着“早作要求、早做部署、早去提
醒、严抓严管”的工作思路，该行及时依
规对重要岗位人员、新提拔人员等进行
廉政提醒谈话。谈话围绕《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和该行各项规定等重点内容展
开，以谈出“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

帮助党员干部认清“问题”本质，摆正心
态，时刻牢记心中私欲不能有，纪律规
矩不能破。

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该行创新廉
政教育和提醒方式，向党员干部推送新
奇有趣的“廉”漫画，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重温《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向党
员干部发送廉政提醒“微”信函，重申纪
律要求，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维护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自觉；制作“廉政微
提醒”线上链接，链接涵盖警示教育、领
导寄语、监督举报方式等内容，在警示
党员干部自醒自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畅
通了监督举报渠道。 王丽红

延边农商银行营业部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梓潼农商银行推广生态循环产业扶贫模式

优化金融服务助推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贺佳芬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普惠金融主
力军、地方金融主力军，四川梓潼农商银
行始终坚持产业扶贫战略，聚焦贫困村、
贫困户、贫困人口，强化金融扶贫支撑作
用，在实践中探索产业扶贫新方法，大力
推广“1+5”畜牧生态循环产业扶贫模式，
有效助推了县域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
进，全面提升了脱贫攻坚效能。

脱贫攻坚任务下达之初，面对脱贫
难度大，辖内无优势产业、无规模化产
业难题，梓潼农商银行密切配合当地政
府，以正大 50 万头生猪产业项目为抓
手，积极探索“1+5”生态循环产业扶贫
新模式，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政府+正大
集团、农商银行、合作社、农场主、贫困

户”的新路子，成为绵阳市金融精准扶
贫可复制推广的名片。

为加强“1+5”产业扶贫资金管理，
整合县内各类资源，向贫困村、贫困户集
中投入，做到聚财聚力，精准“滴灌”，梓
潼农商银行会同县金融办、农业局、扶贫
开发局联合制定了《梓潼县“1+5”产业扶
贫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整合水利、交通、
供电等涉农资金项目，解决基础设施建
设费用，对正大代养专合组织所建“正大
1100”代养场建设资金予以保障。

工作中，梓潼农商银行对政府公布
的贫困村名单进行了详细摸排，搞清楚
扶贫人口、扶贫程度、贫困成因，积极建
档立卡，开展联合评级授信“攻坚战”，摸
准了扶贫攻坚第一道“门槛”；对“五个一
批”中的“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

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建档立卡
贫困户授信 6552户，累计授信金额 1.5
亿多元，评级授信面达到100%。

该行紧紧围绕“需求准、责任清、放
得出、管得好、收得回”的要求，以扶贫小
额信贷为重点，持续加大“1+5”产业项目
推进力度,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需
求调查全覆盖、符合条件的申贷贫困户
信贷投放全覆盖，着力解决“1+5”产业扶
贫项目融资需求，落实精准金融扶贫工作
要求。自该扶贫项目实施以来，梓潼农商
银行作为该产业扶贫项目的唯一指定银
行，以基准利率发放了扶贫贷款3921万
元，支持建成“正大1100”生猪代养场 55
栋，发展果园1.34万公顷。

随着“1+5”产业扶贫项目的日臻成
熟，农场可供消纳的粪便越来越多，通

过流转土地，连片种植果园的规模也越
来越大，梓潼农商银行发挥圈链服务思
维，在推进实施“1+5”产业扶贫项目的
同时，加强与项目的其他参与者合作，
如与梓潼县添宝柑橘专业合作社达成
合作协议，由合作社整体规划，该行贷
款支持的添宝蜜柚产业扶贫模式开始
落地实施。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落地实
施，在各项惠民政策的催动下，梓潼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民规模
化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农场主、农业
龙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梓潼农
商银行由点及面，积极践行普惠金融，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更好地满
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推动了
梓潼县产业扶贫升级。

卢氏农商银行创新“金融扶贫卢氏模式”

扶持香菇种植户增收致富
□ 本报记者 李进富

通讯员 权学武刘洋波

“从去年到现在，我承包了 6 个大
棚，每个棚大概赚3万元，6个棚至少赚
15万元。”在河南省卢氏县潘河乡上川
村的食用菌大棚内，村民郭保林一边采
摘着香菇，一边与采访的记者聊着，脸
上露出了无法掩饰的喜悦。

卢氏县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菇
种植就是全县主导产业之一，全县食用
菌从业人员10万多人，占全县农村人口
三分之一，全县食用菌专业村112个。

2017年，卢氏农商银行同卢氏县政
府、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签订《金
融助推卢氏县脱贫攻坚试验区合作协
议》，在政府设立 5000万元风险补偿基
金的基础上，按照农商银行提供信贷资
金、农担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集团提供

再担保的模式，即“四位一体”模式，建
立了“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多方参与、
合作共赢”的金融扶贫机制。在此合作
机制下，该行先后探索建立了金融服务
体系、信用评价体系、产业支撑体系、风
险防控体系“四大体系”，并最终形成了
享誉全国的“金融扶贫卢氏模式”。

为支持带贫企业及农民合作社的
发展，培育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链条，实现
产业带动农户发展，卢氏农商银行与当
地政府合作，探索建立了“政府+企
业+农商银行”的“政银企”合作机制，
即政府出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农商银
行向带贫企业及合作社发放贷款；与卢
氏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三门峡中
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合作，建立“政
府+担保公司+企业”的“政银担”合作
机制，即政府出资设立风险补偿金，担
保公司提供担保，农商银行向企业及合

作社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在这些机制
保障下，仅香菇生产这一个产业，卢氏
农商银行就重点支持了信念集团、金海
科技公司等龙头企业 4家以及 50余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给予其贷款支持
近3亿元。

为进一步支持卢氏香菇产业发展，
2019 年末，卢氏农商银行与卢氏县政
府、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正式推出了“香菇贷”贷款产品，凡购买
龙头企业生产的菌棒或自行生产菌棒
从事香菇生产的农户，通过政府推荐，
自己无需提供抵押物担保，即可在卢氏
农商银行申请办理最高 30 万元的贷
款。该产品的推出，为卢氏香菇产业发
展进一步提供了更全面、更有力的金融
支撑。

前不久，河南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
包括卢氏县在内的 14 个县退出贫困
县，标志着卢氏县正式脱贫“摘帽”。

□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孙婧婧

近年来，山东昌邑农商银行聚焦当
地核桃产业发展，积极创新金融产品，
加强金融服务对接，用金融“活水”浇开
盐碱地上的核桃花，为当地核桃产业发
展提供了金融力量。

“这片核桃林，多亏了农商银行及
时送来资金支持，还帮着打通农资、化
肥供应链，解决了俺们的大难题。要不
然，这盐碱地可真的全成为荒地了。”鼎
立薄壳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治国感慨地对记者说。

鼎立合作社位于昌邑市下营镇滩
子村，村里 80%以上的土地是盐碱地，
无法种植粮食。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
盐碱地开发扶持力度，昌邑农商银行也
紧抓机遇，通过上门服务、定制金融扶
持计划、加大信贷支持等措施，走“银社
共建”高效发展道路，形成了“合作社+
村委+农户+农商银行”的合作模式，为
盐碱地农民提供全方位金融帮扶。

工作中，该行着力打造两支能力强、
业务精、综合素质过硬的金融辅导员队
伍，党委班子直接包靠，1名金融辅导员
对应两名客户经理，每天固定入村服务，

改变以往在村委固定设点模式，由农金
员带领直入种植园，上门提供信贷服务。

今年受疫情影响，本是走亲访友畅
销货的核桃礼盒成了滞销货。为此，该
行发挥金融科技与平台资源优势，依托

“智 e购”电商平台优势，为鼎立合作社
与当地电商公司牵线搭桥，促进双方直
接洽谈、签订核桃收购协议，有效带动
核桃销量20万公斤。

核桃生长周期长，回本较慢。该行
联合当地共青团市委、农业农村局，搭建
起“乡村好青年创业平台”，大力推广“乡
村好青年贷”“创业贴息贷”等信贷产品，

为回乡创业青年提供便利。按照“申请答
复快、调查授信快、贷款发放快”原则，该
行对种植核桃的农户贷款申请，当天受
理、当日办结，额度最高可达 300万元。
目前，该行已为合作社及种植户发放专
项贷款 2100余万元。资金需求有了保
障，合作社相继引进榛子、核桃木等果材
两用特色作物，还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
社，发展精深加工，提高核桃附加值。目
前，通过土地流转和项目合作等方式，合
作社成功带动村民种植核桃 670公顷，
年销售额4000余万元，更多的村民从核
桃产业发展和辐射带动中受益。

近年来，河北省农信联社邯郸审
计中心把“强化驻村帮扶”作为助推扶
贫攻坚的重要载体和抓手，立足村情
实际，发挥职能优势，极大地调动和发
挥了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助
推作用，着力在政策宣传、产业培育、
资金扶贫等方面下功夫，增强村级整
体“造血功能”，助推扶贫攻坚。

该审计中心驻村工作组围绕“瞄准
特困对象，实行兜底保障，开展精准扶贫”
的工作思路，从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出发，积极争取各部门的支持，多方筹集
资金，加快帮扶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们

协同双塔镇党委、政府成立产业发展帮扶
站，广借外力促发展；邀请省农科院、邯郸
农大专家教授为种植养殖产业的发展做
规划，为其提供优惠政策服务；协调国土、
电力、农牧等部门为养殖场规划、用地、用
水、用电等建设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为
促进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该驻村工作组在调查、摸清东三陵
村民意的基础上，把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根据帮扶对象发
展养殖业的需求，制订养殖业发展规
划，给予了信贷资金支持1100万元，建
立了占地3.35公顷的特色养殖基地和5

个标准化畜舍，成立了鸡泽县冀陵养殖
有限公司，全力走好“公司+农户+贫困
户”的发展模式，带动贫困户致富。截
至目前，该公司销售育肥牛 668头，小
马驹 240头，引进内蒙古牧区驴 100余
头；吸收双塔镇辖属14个村贫困户153
户、339人，以扶贫专项资金入股养殖公
司，按入股 10%比率分得红利 14.5 万
元，使贫困户得到了实惠；帮扶有致富
能力的村民筹集资金30.2万元，建成占
地 1.27公顷标准化蔬菜大棚 10个，为
精准扶贫工作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杜迎军 郝雪云

为切实发挥“党旗引领+”的作用，
提高党员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知
识。“七·一”前夕，广西扶绥农商银行党
委举办了 2020 年迎“七·一”“党旗引
领·筑梦农商”知识竞赛活动，该行党委
领导班子、全行在职党员和机关全体员
工90余人参加了活动。

此次知识竞赛融知识性、教育性、
业务性为一体，营造出“学知识、提技
能、强本领”的浓厚氛围，让党员干部既
重温了党史党规，又增强了业务知识。

通过开展知识竞赛活动，弘扬了党
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增强了该行党员干
部的党性修养，充分调动了党员干部员
工加强党建知识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进一步激发了全行党员干部及员工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干事创业的工作
热情。 蒙悟

“七·一”前夕，江西寻乌农商银行以“迎‘七·一’强党建”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十
二个一”系列活动，追寻党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激励全行广大党员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图为该行党员干部面向鲜红的党旗庄
严宣誓，再一次重温入党誓词。 王冠 曾烨发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激发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七·一”前夕，河南清丰农商银行党委开展了庆“七·一”系列党建活
动。图为该行基层党支部代表正在寻访慰问辖内的老党员。 杨艳鹏

昌邑农商银行聚焦特色产业

金融“活水”浇开盐碱地上核桃花

河北省农信联社邯郸审计中心发挥职能优势

驻村帮扶提升产业“造血”能力

扶绥农商银行

举办党建知识竞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教育和引导全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
的光辉历程，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前不久，安徽颍泉农商
银行召开了庆祝建党 99 周年党课报
告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该行党
委成员、各党支部书记、机关全体党
员、新发展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
100余人参加了表彰大会。

表彰会上，该行对12名优秀共产
党员、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两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并号召全体
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学先进、
赶先进、当先进，推动全行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会上，该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治斌以“坚定如磐初心 勇担历史
使命，着力打造坚强战斗堡垒”为主
题，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党课。 张悦

颍泉农商银行

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

典型经验

“菇小姐”喜嫁“棒小伙”

党建

龙里农商银行

推广“特惠贷”扶贫产品
近年来，贵州龙里农商银行不忘

“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服务实体经济”
初心，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积极推广

“特惠贷”扶贫信贷产品，在党建扶贫、
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工作上交出了满
意的扶贫攻坚答卷。

工作中，该行采取灵活方式，大力
宣传“特惠贷”，讲解“特惠贷”政策，解
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引导劳动能力
弱及无发展思路的贫困户入股，对建
档和评级授信的贫困户发放“特惠贷”
资金，带动他们自主发展；对无发展意
愿和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建立“特惠
贷+公司+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让贫困户用“特惠贷”资金入股，实现
利益共享、年底分红。截至目前，该行
累计发放“特惠贷”贷款3596户，金额
1.69亿元。 石含开 李秀昆

赣县农商银行

信贷创新助力产业脱贫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江西赣县农

商银行认真落实中央、地方关于脱贫攻
坚的决策部署，勇担金融扶贫主力军，
创新信贷模式和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该行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在
政府按1∶8比例存入风险缓释金的基
础上，推出纯信用、免担保、无抵押的

“产业扶贫信贷通”和“边缘产业扶贫
信贷通”，助力贫困户、贫困边缘户发
展种植、养殖等生产经营性产业脱贫。

该行结合贫困户产业发展特点，
每年单列信贷计划，积极争取人行再
贷款，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果业、蔬菜、
养殖等产业，用金融“活水”浇灌产
业，支撑起贫困户的致富梦。截至目
前，该行累放“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
超过 1.6 万笔、金额超过 7 亿元；累放

“边缘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 500 余
笔、金额达到 2400 余万元，支持了 1
万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

陈贻龙 潘小东 蔡继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