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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农商银行

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
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参与金融

活动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近期，吉林
柳河农商银行开展了“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活动。

为营造宣传氛围，该行在 24 家营
业网点张贴宣传海报、组织人员发放宣
传折页、通过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宣
传标语以及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宣传视
频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力。该行
本次宣传活动旨在帮助老年人、农民、
青少年、残疾人、务工人员掌握必要的
金融知识和技能，提升对金融诈骗、非
法金融活动的防范能力。此次活动，该
行参与宣传人员共 131人，张贴海报 24
张，发放宣传资料 1387 张，取得了预期
宣传效果。 李岩松 屈子靖

大同市农信社注入1.55亿元信贷资金

支持黄花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余忠阳

日前，在山西省大同市委、市政府
召开的“大同市黄花产业发展暨产业扶
贫推进大会”上，山西省农信联社审计
中心被大同市委、市政府授予“支持黄
花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大同市农信社向当地黄
花及其上下游产业注入1.55亿元信贷
资金，涉及黄花种植面积 2666.67 公
顷，扶持农户1300多户，为当地经济发
展和黄花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抓住大同市争当“能源革命”和
“对外开放”两个尖兵战略机遇，大同
审计中心支持了一大批省、市重点工
程项目和转型综改建设项目，特别支
持了以黄花、黄芪等为代表的的区域
特色产业。云州区忘忧农场是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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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在案的黄花品种。2018年，该农
场因扩建种植大棚资金短缺，一度陷
入发展瓶颈，云州农商银行得知情况
后，及时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帮助企业
设计信贷支持方案，投放信贷资金

1000万元，为农场发展注入“活力”。
大同审计中心按照“企业带农户”

“老板带老乡”“基地带农民”的“三带”
扶贫思路，不仅做大做强了龙头企业，
还增强了贫困户精准脱贫的内生动
力。“没有信用社的帮助，公司就不会
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大同三利农副产
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庞乃东，回想
起当年公司刚起步，为解决雨季黄花
晾晒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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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犯愁之际，当
地农信社主动上门，仅用 7 天时间就
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200万元，解
了企业燃眉之急。

为提升精准扶贫效果，大同审计
中心结合大同市政府、云州区政府特
色产业扶贫规划，因地制宜加大对脱
贫主体的支持力度。该审计中心以云
州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为主战场，
以乡镇及贫困村为主责任区，集中资
源、资金和力量，在特色扶贫、绿色扶
贫上下功夫；积极助推企业升级，累计
信贷投放 3920万元，助力黄花龙头企
业先后在黄花保鲜加工、富硒加工、黄

花酱上进行研究攻关，开发有较高品
质的黄花菜系列食品，不断提高产量、
品质，做精黄花产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大同市《关于做
优做强黄花产业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助
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要求，
大同审计中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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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龙头带
动，提升金融支持黄花产业发展力度，
确保了市委、市政府规划的重要产业
扶贫项目落地开花，取得了政府增信、
农信社增效、扶贫产业增盈、建档立卡
贫困户增收的“四增”扶贫效果。在该
审计中心的全力支持下，云州区的黄
花产业已形成规模，其产品远销国内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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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产业扶贫只是大同审计中心
金融扶贫的一个缩影，大同农信人正
以其顽强拼搏、吃苦耐劳、敢于创新的
精神，同贫穷开战，向困境“亮剑”，在

“三农”沃土上绘就出一幅幅丰收喜悦
的画卷。

南通农商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获表彰

抚州农商银行

加强外贸企业金融服务
日前，在召开的江西省抚州市外贸

企业“政银企”对接大会上，抚州农商银
行与江西金品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贷
款意向协议，拟授信该企业3000万元。

据了解，此次授信江西金品铜业科
技有限公司，抚州农商银行将提供融资、
结算、收单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支持企
业发展壮大。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江西
金品铜业已发展多年，目前除国内订单
外，外贸订单量逐步攀升，面对外贸市场
复杂多变的情况，企业需求更多的资金
投入，以便拓展新市场，提升外贸订单
量，推高企业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力。

此次支持江西金品铜业只是抚州
农商银行服务外贸企业的缩影。今年
以来，该行专注主责主业，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己任，主动深入外贸企业调研金
融服务需求，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
度，不断助推企业加快复产、释放产能、
达产满产，为企业提升发展潜力及竞争
力注入金融“活水”。 揭志伟

近年来，贵州都匀农商银行发放贷款40万元支持水族青年蒙邦池、蒙胜明和布依族青年
蒙秉荣、杨正红 4名返乡创业青年带头人创办黔南惠农兴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龙须菜
种植产业，支持其以“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走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之路。目
前，该公司已种植龙须菜 46.7公顷，带动农户劳动力就业 350多人。图为该公司负责人正在
观察龙须菜长势。 韦毓璋 姚茂增

怀来农商银行

对接园区企业金融需求
近年来,河北怀来农商银行围绕县

域经济发展目标，改进金融服务，提升服
务水平，以支持园区项目为突破口，全力
支持县域“一水三城”建设，助力新型城
镇化建设。

为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该行
与沙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花园高新产
业园区进行对接，了解园区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及信贷资金需求情况，为园区内
20多家落地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累计投
放贷款3.43亿元。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该行深入园区16家企业进行调
查，发放贷款 26 笔，金额 1.68 亿元。与
此同时，该行不断加大营业网点美化亮
化力度，在县域重点居住区、重点商场、
酒店等区域布放了 24 小时营业自助机
具，为居民存款、取款、转账消费等提供
方便，满足城镇化建设需求。 李长富

渑池农商银行

优化服务保障“三夏”生产
入夏以来，河南渑池农商银行将服

务“三夏”生产作为服务“三农”的头等大
事来抓，立足县域实际，细化金融服务，
保障“三夏”生产。截至 6月末，该行当
年累计投放涉农贷款8.19亿元。

“三夏”期间，该行组织员工对辖区
内的农业生产、种植养殖户进行全面走
访，重点满足农户生产的信贷资金需
求；加强对粮食生产、生猪、禽蛋等“菜
篮子”农副产品生产的信贷供给；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该行深入开展“整村
授信”工作，对已经授信的信用村建立
定期回访机制，通过多方面宣传引导客
户用信；有针对性推出“农机易贷”“惠
农贷”等信贷产品，满足不同农业需要，
并优化贷款流程，实行利率定价优惠，
有力支持了一大批合作社、收粮大户及
区域内中小微企业。 胡松涛 代高乐

邯郸市肥乡区农信联社

部署汛期安全保卫工作
近期，为积极应对汛情，严防各类意

外情况发生，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农信
联社快速行动，对防汛工作进行早安排、
早防范、早部署，全面做好汛期安全保卫
工作。

该联社成立了由理事长任组长的防
汛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召开汛期安
全工作会议，制定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签
订责任状，明确各岗位防汛抢险责任；组
织人员对所有办公场所和营业网点的排
水设施，特别是低洼地带的网点、自助设
备的电线、插座、避雷针等设施进行细致
检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和漏洞，迅速整
改落实；根据实际情况做好防汛抢险物
资的准备工作，如铁锨、沙袋、应急灯、雨
具等，所有防汛物资做到专人保管、随用
随取，确保有备无患。 霍琳剑 马驰骋

今年以来，广西隆林农商银行探
索“支农、惠农、助农”新举措，打造“整
村授信”服务新模式，切实解决农户贷
款难题，让农户脱贫有路子、致富“不
差钱”。

近日，隆林农商银行首场“整村授
信”启动仪式在平班镇南务村召开，平
班镇党委书记刘军，副镇长杨美玲，百
色银保监隆林监督组组长李文清，人
行隆林支行综合股股长冯成广，隆林
农商银行党委班子及平班支行全体信
贷员、南务村村“两委”及村民参加本
次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隆林农商银行董事
长农定丰指出，“整村授信”是该行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工作的一
项创新服务模式，是以村（社区）为服
务单位，对符合条件的农户集中进行

“预授信”，农户无需抵押和担保，只需
本人信用良好就能够获得授信额度，
留下“备用金”，在农户有资金需求时
迅速获得放贷，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农
户增收、创业不愁钱。通过“整村授
信”，每个农户的授信额度将大幅提
高，贷款利率得到优惠，贷款程序更加
便捷，农户的贷款将“不再难、不再

贵”,为辖区内农民节支创收、实现乡
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注入强心剂。

据了解，隆林农商银行“整村授
信”服务模式具有上门服务、一次授
信、随用随贷、周转使用、动态管理等
优点，并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放贷
流程方面给予较大程度的优惠措施和
便利服务，是一项惠农便民的民心工
程。同时，该行为“整村授信”的农户
提供丰富多样的贷款产品，无论是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还是返乡创业的农
民工，均可根据自身授信情况选择贷
款产品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黄骥仙

一直以来，贵州印江农商银行始
终坚持不忘初心，深耕“三农”，以打造

“百姓满意银行”为宗旨，责无旁贷支
持县域发展、义不容辞助力脱贫攻坚，
不遗余力推动乡村振兴，承担起地方
金融主力军的社会责任，成功走出了
小银行服务大发展的典范。

截至 6 月末，印江农商银行累计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30亿元，其中发放
农业龙头企业贷款 5 亿元，种植养殖
大户 12 亿元；累计发放 15 亿元支持
全县“5个 100”工程、“四在农家·美丽
乡村”、生态移民、小城镇和乡村旅游
开发；累计投放 7 亿元支持烤烟、茶
叶、食用菌等主导产业；累计向 5879
户贫困户发放“特惠贷”3.51 亿元，累
计捐赠 5000 万元支持全县公益事

业。该行各项服务支持面覆盖全县
农户 90%以上，涉农企业 85%以上，小
微企业 70%以上，成为全县经济转型
发展、产业科学发展、扶贫稳步发展、
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印
江农商银行坚持牢固树立“客户至
上”的服务理念，着力打造优质服务
样板和品牌，以农村信用工程建设、
农村金融夜校、信合村村通、助农脱
贫流动服务站、农民工金融服务“五
张名片”为载体，建立起县、乡、村三
级服务网络，实现了金融服务全覆
盖，打通了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让乡村农民、社区居民、小微企
业、工商户享受更加方便、高效、优
质、安全的金融服务。

印江农商银行始终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加强产品服务创新，全面满
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结合实际，
该行推出了基础类、农村类、微型类、
公司类、消费类等信贷产品，除传统
业务外，主要经营的特色业务包括

“致富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好运
来”个体工商户贷款、“金纽带”小微
企业贷款、“薪动力”干部职工贷款、

“圆梦贷”大学生贷款、“春晖贷”外出
知名人士贷款等 10多种信贷产品；以
村为单位积极探索“振兴行”诚信互
助基金，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为维
护农村信用环境、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得到了上级部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
众的一致认可。

李远富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曹亚萍

7 月 16 日，江苏省南通市委、市政
府组织召开了2020年南通市先进集体、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对
2017 年以来在全市各条战线涌现出的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南通
农商银行立足本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成绩突出，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高度
肯定，被授予“南通市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南通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
实南通市委、市政府关于经济金融工作
的指示精神，将“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
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作为经营转型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
持续加大对本地涉农、中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制造业、科技型创新企业等重
点领域信贷投放力度，不断强化金融服
务和服务模式创新，助力南通当好“一
个龙头、三个先锋”。截至 6月末，该行
存贷款余额分别达 608 亿元和 434 亿
元。围绕居民美好生活需求，该行以零
售金融转型为抓手，创新推广30万元以

内纯信用线上贷款“金贝马上贷”，为客
户提供“3分钟成贷、1秒钟放贷、0人工
干预”的速贷服务。

南通农商银行在认真履行助力经济
发展责任的同时，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自该行总部迁入市区核心商圈以来，
先后冠名举办“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南通
国际马拉松赛”，赞助“2019中国森林旅游
节”，举办“2019国家森林旅游节原生态门
票展”，召开“金贝马上贷”系列产品发布
会，向全市乃至全国展现南通农商银行实
力品牌形象。该行还积极参与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主动携手江苏省卒中学会组
队赴新疆开展“银+医”志愿服务；依托主
城区重点位置网点，探索设立“爱心驿
站”，服务户外工作者；常态化开展无偿献
血、结对扶贫、拥军拥属等活动。

当前，该行正在认真落实南通市
委、市政府关于经济金融工作要求，坚
守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本源，持续
加大投放力度，积极提升服务精准度，
努力为“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印江农商银行不忘初心深耕“三农”

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撑

隆林农商银行启动“整村授信”

让农户致富“不差钱”

一直以来，四川仪陇农商银行始终
坚守“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服务
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在支持县域实
体经济发展上持续发力。疫情期间，该
行切实履行身为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的社会责任，着力对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信贷投放“保
供、降价和增量”，切实推进仪陇县域稳
企业保就业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仪陇农
商银行及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在做好自身抗“疫”工作的同时，开
展保市场主体工作。该行积极响应党
政提出的大力支持医药等重点行业复
工复产号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细致摸
排辖内涉医疗器械及原材料加工、医疗
设备批发零售和物流运输等重点行业
的客户，了解其信贷需求，按照特事特
办的原则，为重点企业客户开辟信贷

“绿色服务通道”，通过调整担保方式，
提高调查、审查审批及放款效率等方
式，最大限度为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和扩
大产能提供资金供应上的保障。截至6

月末，该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39笔
用于支持复工复产，贷款金额 1.09 亿
元，其中纯信用贷款 23 笔，贷款金额
1778万元。

疫情期间，仪陇农商银行对满足延
期还本付息条件的贷款“应延尽延”，对
贷款到期的合理展期或续贷，“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是该行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造成经营暂时出现困难的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客户的郑
重承诺；而主动以降低利率的方式给自
身“放血”，帮助经营困难企业“活下去”
则是该行在战“疫”这个关键时刻展现

“四川农信，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的责
任与担当。

截至 6月末，仪陇农商银行新发放
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加权利率4.73%，
低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利率 2.64 个百
分点，预计将减少利息收入 687.9万元；
对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130笔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款调低
利率，涉及贷款金额 17.1 亿元，减少利
息收入约1200万元。 李汪洋

仪陇农商银行不抽贷不断贷

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近日，山西晋城银保监分局领导来
到陵川县农信联社就金融支持复工复
产工作进行督查，在听取汇报和前往天
成科创公司、亿利禽畜养殖公司实地调
研后，对该联社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持续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

今年以来，陵川县农信联社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坚持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
常态化的做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为进一步做实、落细相关政策措
施，该联社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
度，对有信贷需求的企业做到应贷尽
贷；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坚持
做到“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认真落
实对小微企业的减费让利政策，充分利
用人民银行再贷款政策、延期还本政
策、强化稳企业保就业支持政策，积极
为小微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金融服务，
缓解企业还款压力。

天成科创公司是陵川县一家专业

生产橡胶促进剂的化工企业，可以生产
次氯酸纳，俗称“84”消毒液。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该企业在征得相关部门许
可的情况下，放弃下游产品利润，直接
生产“84”消毒液，为扩大产能加急生产
产品，该企业资金出现短缺，陵川县农
信联社在得知情况后，迅速前往该企业
进行现场调研、现场办公，并按照“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开通信贷“绿
色通道”，为其发放应急贷款 300万元，
并在利率上给予优惠，为疫情防控提供
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据了解，截至6月末，陵川县农信联
社为小微企业贷款 766户、余额 2.87亿
元 ，较 年 初 净 增 7161 万 元 ，增 速 为
33.27%，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9.37 个百
分点；贷款户数较年初净增164户，完成

“两增”目标；为 140户“首贷户”小微企
业发放贷款4610万元，有力的支持了企
业复工复产和满负荷生产。

杨潮 和钰惠 中秋

陵川县农信联社应贷尽贷

满足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

近年来，四川江安农商银行积极响应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政策号召，大
力推行普惠金融，积极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全面支持妇女、大学生、中青年等创业
客群大胆创业、发展产业。截至6月末，
该行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04笔，贷款
金额1342万元，余额1336.6万元，全力支
持了江安县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有
效助推了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江安竹海老艺人食品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月饼、米花糖等食品生产加工、
销售，公司负责人罗琴是位来自江安县
桐梓乡村的“70”后妇女，凭借自身努力
和江安农商银行小额信用贷款、个人生
产经营贷款一步一步的支持，成立了食
品公司，在城区经营食品销售，走出了
贫瘠的农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脱离
贫困的罗琴始终想着家乡，想在家乡修
建食品加工坊，拉父老乡亲一把，但是
面对有限的自筹资金和抵押物缺失无
法获得更多信贷支持的窘境，迟迟没能
迈开步伐。

2019 年 8 月江安农商银行联合江

安县就业局，推出创业担保贷款，降低
申贷门槛，提高创业贷款额度至 15 万
元，同时引进农担公司，加强银担合作，
有效解决了创业个人担保物缺失的融
资难题，让创业妇女“不差钱”。

面对这一利好政策，罗琴来到江
安农商银行桐梓支行，提出了创业担
保贷款申贷诉求。该支行第一时间跟
进，实地调查罗琴申贷事宜，详尽分析
项目情况，组织江安县就业局、人社
局、农担公司多方洽谈，肯定了罗琴创
业担保贷款申贷诉求，确定了金融服务
方案。2019年9月16日，由江安县农担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江安农商银行提供
15万元创业贷款金融服务，全力支持罗
琴修建食品加工坊，进一步扩大经营。
食品加工坊成立以后，吸纳长期就业员
工 16 人，解决了当地过剩劳动力。同
时，罗琴向桐梓乡村村民免费发放红薯
苗1万千克，免费提供种植技术咨询，并
于秋收季节收购村民红薯10万千克，有
效带动了当地红薯种植，促进农民脱贫
增收。 谭灯海

江安农商银行发放担保贷款

解决创业者融资难题

一线动态 普惠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