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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农商银行

选派“金融专员”进乡村
今年以来，广西大新农商银行主动

作为，精准发力，以小额信贷产品为平
台，组织“金融专员”上门走访农户信贷
需求，扎实推广“甜蜜贷”“金猪贷”“复
工贷”“助消贷”和手机银行“闪贷”等产
品，有效满足了乡村振兴多样化资金需
求。同时，该行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建
设，拓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渠道，通
过布设金融便民服务点，让群众“足
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多项金融服务。

据统计，自“金融先锋进乡村”工
作开展以来，大新农商银行“金融专
员”现场开通手机银行、“云闪付”60
余个，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101笔、
金额503万元，“复工贷”7笔、金额105
万元，涉农贷款 185 笔、金额 1003.05
万元。 农桂红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张晓琳

自 7 月中旬以来，山西长治黎都农
商银行为“坚决打好清不良的反击战”，
以“五抓”强化风险管控，开展不良资产
清收“亮剑”行动，群策群力、多措并举全
力压降风险资产，取得了显著成效。截
至 7 月末，该行累计清收风险资产达
2.69亿元，为全面打赢“四大战役”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

该行把不良资产清收工作作为当前
稳健发展的重点。针对执行落实不良资
产清收过程中的难点问题，长治黎都农
商银行按照“一户一策”“一户多策”的原
则，逐户制订针对性的化解处置预案和
措施。同时，该行发挥包片领导、支部书
记、基层网点“三级联动、三位一体”作
用，对清收处置难度大或大额的风险资
产全部列出清单，逐户逐笔进行专题讨
论，制订详细可行的清收方案。

为确保此次清收实效，该行根据责
任认定时间节点要求，召开责任人大会，
落实清收责任人或责任团队，督促责任
人或责任团队主动清收，确保每一笔风
险资产都有人管、有人清，不留下任何清
收空档。同时，长治黎都农商银行按照
实施方案内容，细化各支部、部门、网点
工作职责，将全员力量发挥到极致，各信
贷网点根据实际，制订清收计划，分解清
收任务，逐笔落实责任，确保此次“亮剑”
行动取得实效。

在行动中，该行主动与政府和法院进
行对接，召开不良清收启动大会，通过加
强与政府、司法机关等部门的联动，形成
合力，实现同频共振。此外，该行充分发
挥全行通联员、村“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
队作用，积极主动上门宣传，并利用横幅、
LED电子屏和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深入各
乡镇、街道、集市，大力营造“守信光荣、失
信可耻”的舆论氛围，提高清收效果。

长治黎都农商银行逐户制定处置方案

群策群力压降不良资产

今年以来，吉林珲春农商银行积极
践行新发展理念，一手抓抗“疫”，一手抓
营销，大力开拓市场，积极推进各项业务
健康发展。截至 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
余额达到 112.5 亿元，在全市 10 家银行
同业占比为 39.2%，比年初增加 1.7 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8.6亿元，全市占
比为47.16%，比年初增加3.2亿元。

该行不断丰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银行卡功能，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实现基
础服务类、支付体系类、生活服务类、特
色服务类等产品和功能，并积极推广“聚
合支付”功能，布设智慧柜台，有效增加
获客量。截至 6月末，该行银行卡存量
33.03万张，较年初增长 1.43万张；企业
网银存量1625户，较年初增长148户；手
机银行存量 4.85万户，较年初增长 1618

户，特约商户存量854户，布设POS机具
1004台。

此外，该行建立营销队伍，配齐配足
理财经理、大堂经理、客户经理，达到柜面
与柜外相结合的营销效果，并实施“矩阵
式”营销方式，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珲春农商银行加快普惠金融布局，
精准对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
新需求，积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
现涉农信贷投放持续增长。截至 6 月
末，该行涉农贷款达到78.3亿元，占各项
贷款的79.3%。

疫情期间，该行实行特事特办，开
通信贷“绿色通道”，对贷款将到期且符
合条件的企业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应
急转贷、展期等业务，为企业节约融资
成本。 田礼富

珲春农商银行主动营销开拓市场

存贷款余额实现“双增加”

“多亏了安徽天长农商银行的支持，
让我有了足够的资金购买饲料，扩建鸡
棚，实现了饲料、成鸡、鸡蛋一站式销售
的发展转型。”近日，安徽德基禽业生态
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学军兴奋对前来回
访的客户经理说道。

2016 年初，马学军决定返乡创业，
筹备开办养鸡场。当时，建场地点、鸡苗
都已考察好了，却为资金不足犯起了
难。此时，恰巧天长农商银行天润城支
行工作人员进社区开展走访营销，听人
说起此事。了解到马学军的情况后，该
支行工作人员便主动上门，与他详细攀
谈后，渐渐被马学军的想法打动。同年
6月份，该行为其发放了 40万元起步资
金，建起了能容下10万只蛋鸡的两个鸡
舍，并注册成立了安徽德基禽业生态园
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初，蛋鸡市场不断好转，
看到发展潜力的天长农商银行把马学军
的贷款授信额度提升到 200 万元，蛋鸡
养殖场也扩建成能容下 20 万只鸡的新
鸡舍。由于该养殖场的成品鸡采用天然
喂养，生长周期长，鸡蛋的营养价值高，
每天上门收购鸡蛋的客户络绎不绝。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大量鲜鸡蛋
积压滞销、价格低迷，养殖场一直处于亏
损状态。而鸡饲料价格却不降反升，且
饲料供应商为控制风险停止了向养殖场
赊销。马学军的德基禽业生态园资金陷
入困境，无钱购买饲料，得知情况后，天
长农商银行天润城支行及时上报总行审
批同意，为其增加授信到510万元，帮助
马学军渡过难关。伴随着疫情形势好
转，复工复产的加快、餐饮业的逐渐恢
复，家禽需求量也逐步回升。现在，马学
军的养殖基地每日鸡蛋产量达到 8000
枚，但是仍然供不应求。

马学军的德基禽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只是天长农商银行坚守支农支小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该行把转变支农方式、提
升服务质量作为信贷投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按照“农民缺什么，我们补什么；农
民干什么，我们助什么”的思路，与地方政
府合作，积极寻找农民增收与自身增效的
结合点，不断创新信贷产品，先后出台了

“龙虾贷”“芡实贷”“水产养殖贷”“兴农
贷”等特色产品。5年来，该行累计投放
专项助农特色贷款 26.2亿元，竭心尽力
为当地百姓守护好“菜篮子”。 郑经文

天长农商银行增加授信额度

助返乡创业者扩大养殖规模

自年初以来，山东临清农商银行从
策略、人员、零售类贷款投放等方面提
高工作力度与深度，不断推进信贷结构
转型，获得良好效果。截至目前，该行
零售类贷款余额 51 亿元，较年初增长
9.8亿元，零售类贷款占比45.89%，较年
初增长4.4个百分点。

临清农商银行把握经济形势和发
展机遇，落实好当前各项金融政策，今
年一季度，该行组织开展了“战疫情、保
春耕”支农竞赛活动，二季度又全面开
展了“助力夏粮收购”专项行动。自年
初以来，该行累计发放春耕备播贷款
286 户、金额 5720 万元，夏粮收购贷款
234 户、金额 5820 万元。同时，该行还
充分运用农区整村授信和城区“网格化
建设”成果，助力“三农”、个体加工户、
工商户恢复经营。

为迅速适应疫情现状，临清农商银
行大力推广“非接触式银行”服务方式，
开办线上“金融超市”，通过线上预约、抖
音直播等形式，对接客户金融需求，大力
推广“信e贷”“信e快贷”办贷模式和“个
人信用贷”“家庭亲情贷”信贷产品。截
至目前，该行累计线上回访客户 3715
户，发放“信 e贷”5120户。为降低客户
融资成本，临清农商银行深化与省农担
公司合作，全面推广“鲁担惠农贷”，并建
立快速调查和审批通道，简化业务流程，
推行次日到账。截至目前，该行已发放

“鲁担惠农贷”95户、金额6207万元。
据悉，今年，临清农商银行通过开

展岗位竞聘、双向选择，重新组建小微
信贷中心、资产经营中心、内训师、大堂
主管等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培训，术业
专攻，打造该行自身人才队伍。

为进一步加快各项业务转型提质
提速，临清农商银行一方面创新信贷产
品，瞄准市场需求点，根据辖内企业复
工复产需求，相继推出了“战疫助力贷”

“复工贷”“增额贷”“富商贷”等产品。
今年以来，该行累计营销复工复产客户
1 万余户，达成授信 3702 户、授信金额
8.22 亿元，已用信 1872 户、用信金额
3.37亿元。另一方面，该行完善线上办
贷机制，简化信贷流程，建立、启动快
速调查和审批通道，实行限时办结。
此外，临清农商银行还不断拓展客户
营销范围，班子成员、支行行长、客户
经理形成联动营销机制，逐户挖掘贷
款用信需求。截至目前，该行通过“名
单式”营销达成贷款意向客户 1402户，
信贷资金需求 2.38亿元，新增投放 846
户、金额1.37亿元。 刘凤鑫

临澧农商银行望城支行

“线上快贷”解客户难题
日前，湖南临澧农商银行望城支

行客户经理接到了一通来自客户的紧
急电话。客户向某在青海做餐饮生
意，他的 5万元贷款已于 2019年 12月
到期，到期当天向某就已按时偿还，但
受疫情影响，他的店铺迟迟未能开工，
没有收入来源，现急需一笔资金缴纳
房租，他想重新申请贷款。

在掌握情况后，临澧农商银行望
城支行立即安排专人将线上快贷的操
作流程发给向某。在做好防护措施
后，该支行客户经理立即入户走访调
查，从接到电话到放款成功，在短短半
天时间内，便将 7 万元的线上贷款发
放到了向某手中。 徐玲

海门农商银行聚合力挖潜力

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东安农商银行

推出“乡村振兴卡”
近日，湖南东安农商银行响应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联合中国银联向
农村地区农户、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
负责人等涉农经济主体，正式推出“乡
村振兴卡”，主要满足其农业生产经营
和生活消费需求，授信额度以1000元
为起点，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下一阶段，该行将以继续聚焦“三
农”领域，扶持各农业主体保生产经
营，以“保粮食能源安全”为基本盘，继
续发挥农商银行立足地方、助力乡村
振兴的积极作用。 唐蝶 曹慧

万安农商银行

贷款帮扶贫困户创业致富
近年来，江西万安农商银行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将普惠金融工作落到
实处，加大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助力脱
贫攻坚，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万安持
续注入金融“活水”。

陈小文是该行精准帮扶的对象之
一，全家共4口人，仅靠几亩薄田勉强
度日。2014年，陈小文一家被列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了政府的帮扶，他们
对生活有了期盼。2016年，在当地政
府和万安农商银行帮扶干部的帮助
下，陈小文申请了创业扶贫贷款10万
元，顺利开办了一个养蜂场。

有了启动资金后，陈小文引进了
50箱蜜蜂，每斤蜜蜂可以产蜜10斤左
右，而他的蜂蜜无人工添加，价格适
宜，销售良好，每年光养蜂收入就达到
5万元。随着养蜂规模也越来越大，需
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万安
农商银行将授信金额由10万元调增至
15万元，支持其进一步扩大生产。

“养蜂是细致活，用心经营才有回
报，现在预定蜂蜜的客人越来越多，我
的日子也越过越甜蜜了”，谈起未来，
陈小文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胡鋆

绵阳市游仙区农信联社

设立“社银一体化”网点
日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农信

联社（以下简称：游仙区农信联社）
在省联社绵阳办事处的指导下，与绵
阳市社保局共同打造“社银一体化”
服务网点，实现了“社保业务进银
行、社保银行一体化服务”新模式。
截至 7月末，该联社在全辖设立14个

“社银一体化”网点，安装 17台“超柜
式”社保自助一体机，真正实现了社
保业务“就近办”。

据悉，已建设完成的“社银一体
化”网点和社保自助一体机能够实现
居民、个体、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社
保信息、银行卡余额、退休职工养老
保险等查询功能。为进一步扩大服
务范围，游仙区农信联社在游仙税务
局“24 小时税银超市”大厅内安装
ATM自助取款和社保查询缴费一体
化机，实现存取款、水电气费、社保查
询缴纳业务等多领域便民服务从“8
小时”到“24 小时”的全覆盖，有效满
足纳税人、缴费人的日常需求。

戚国平 秦超 杨埜

吉水农商银行不压贷不抽贷

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命运共同体”“鱼水关系”“亲密伙

伴”……谈起自己的企业与江西吉水农
商银行的关系，吉水县吉星文化用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卫芳一连用了3个形容
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几年前，吉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还
是一家只能日产铅笔 5万支的小企业。
从农商银行开始获得150万元贷款到现
在贷款增加1200万元，张卫芳开始添加
设备、扩展销路，目前企业产能呈几何级
放大，销售额从一年 500 万元提升至
9000万元。

“吉水农商银行对本地企业有一种
特有的情怀，银行领导经常来企业了解
生产经营情况。面对今年疫情，农商银
行不仅不压贷、不抽贷，还推出了‘疫情
贷’，采取降低利息等多种手段帮助我们
渡过难关。”张卫芳如是说。

为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吉水农商银行在当地企业复工复产的紧
要时刻，成立了 5个企业纾困解难帮扶
小组，常态化对接企业金融需求，为中小
企业雪中送炭。

该行以总行班子成员为企业纾困解

难帮扶小组长，各支行工作人员为组员，
上门走访对接帮扶企业，并形成常态化
机制。目前，该行已为当地 126 家企业
送去金融支持，贷款金额 7.89亿元。同
时，吉水农商银行因地制宜创新信贷产
品，先后推出了“百福税易贷”“粮食产业
链贷款”“百福易贷”“百福乡贤贷”等产
品，全方位对接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缓解
企业“融资难”问题。特别是今年，该行
积极对接“财复贷”白名单企业，对28家
客户企业核定授信额度4440万元。

“今年 5 月，受疫情影响，公司回笼
资金不到位，购买原材料却要使用现金，
导致资金紧缺。”江西嘉源香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明华说，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吉水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先后7次主动上
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最
后，通过“财园信贷通”为企业发放低息
贷款3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据吉水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阶段，该行将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当地中小
企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为吉水高
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曾平华

河南桐柏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
省联社党委各项决策部署，高度重视

“六稳”“六保”工作，围绕加大信贷投
放，优化信贷结构，创新信贷产品，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
持实体经济恢复增长。截至目前，该行
各项贷款余额为 47.26 亿元，较年初上
升 3.9亿元，为打赢战“疫”和助力复工
复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疫情发生以来，桐柏农商银行全辖
干部员工坚定信心，精准施策，为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
撑。该行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下发工作预案，引导客户正确使用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服务。同时，该
行以县域经济发展为定位，今年陆续推
出“复工贷”“保医贷”“同舟贷”等支持
复工复产系列产品，重点支持县域规模

以上企业、特色茶产业、特色农业发展。
在做好支农惠农工作方面，桐柏农

商银行结合各乡镇特点，积极与村党支
部对接，采取“特色+”模式，建立村级调
查台账，实行分级管理，分批、分梯队培
养客户群体，并优化授信流程，做到简、
快、准及“阳光办贷”，实现整村授信由
数量要求向质量要求转变，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大金融支撑。今年以来，该行

“三农”小微企业作为目标客群，尝试
“银商联盟”合作，与客户办理“金燕 e
贷”分期贷，并推行网格化营销，通过与
客户建档、建群、建关系、召开现场会等
方式，不断扩大增户扩面效果。此外，
该行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大力增加
助农取款点、金融自助服务点、普惠金
融示范点、小额贷款扶贫示范点等有效
机具的布放数量，并积极推行手机银

行、“云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等移动
支付类产品的多领域应用，以此提升农
户的便捷率和获得感。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
年。为此，桐柏农商银行对有劳动能力
及潜在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坚持“户
借、户用、户还”原则，发放“卢氏模式”
扶贫贷款，解决贫困户发展资金需求；
对县域内具有带贫意愿和带贫能力的
龙头企业，采取“公司+贫困户”“公
司+基地+贫困户”等模式，加大产业
扶贫信贷投放，支持扶贫企业复工复
产。此外，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贫
困户和扶贫企业客户，该行及时了解
其生产经营状况，分析还款压力，采取
妥善办理展期、调整结息、利率优惠等
方式予以差异化支持，做到不抽贷、不
断贷、不压贷。 张伟 高菲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杨晨

一直以来，江苏海门农商银行将抓
好员工队伍建设作为强化人才支撑、夯
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一项重要举措，以
聚合力、挖潜力、激活力、增动力“四力”
为抓手，推动员工队伍呈现新气象、展
现新作为。

该行秉承“以事业吸引人、以机制
激励人”的理念，凝聚团队人心，激励员
工在岗位上放开手脚干事，甩开膀子创
业。同时，该行把学历、职称等纳入薪
酬绩效体系，使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增
加效益的理念深入每个员工内心深处，
并完善工会经费管理办法，明确员工关
怀慰问标准，让员工充分感受到大家庭
的温暖。此外，该行还将公开选拔、公
平考试、民主评议等纳入到员工职业晋
升全流程，激发员工争先进位意识，推
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
人机制；对客户经理、信贷审批等岗位
施行尽职免责原则与容错纠错机制，增
加责任人容错、纠错的容忍度。

围绕学习型团队建设要求，海门农
商银行不断丰富教育培训载体和内容，
全面提升员工素质和技能，引导员工岗
位成才。一方面，该行制订一系列激励
员工学习的措施，鼓励员工根据职业发
展规划参加专业资格认证考试，为多方
面挑选和培养人才打好基础。疫情期
间，该行利用网络云端平台开展线上培
训，扩大员工获取知识的渠道，帮助员
工立足岗位自学成才、提升专业技能和
专业素养。近期，该行不断丰富线下培
训内容，并建立员工培训台账，实现学
分制管理，确保培训有计划、有方案、有
考试、有成绩。另一方面，海门农商银
行组织开展“讲师选拔赛”“读书分享
会”“师徒结对传帮带”等活动，深入挖
掘青年员工潜力。

海门农商银行高度重视员工岗位
匹配度，通过定期开展业务技能竞赛

“比武”等，以点带面，以赛促练，不断提
升员工争先进位意识。不仅如此，该行
每年组织参加或开展各类岗位练兵和
劳动竞赛，每季组织“星级柜员”考试、

定期举办“标准网点”“服务明星”“形象
大使”评比等活动，不断激发员工立足
岗位“学技术、练内功、当能手、比贡献”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针对在岗位练兵
中发现的短板问题，该行精准制订提升
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员工
岗位技能，培养一专多能的业务能手和
技术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海门农商银
行已连续 6年获得“海门市万人劳动竞
赛团体一等奖”。

近年来，海门农商银行建立“人本
导向”的企业文化，以正向积极的企业
文化启发员工、引导员工、激励员工，提
升员工的精气神儿和战斗力。同时，该
行积极打造“同心圆”文化、“追梦者”文
化、“奋斗者”文化和“正能量”文化，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作
风保证。此前，该行策划“幸福海门”等
专项活动，完善“金点子”奖励机制，每
年评选“十佳员工”，创新“颁奖词”“慰
问信”等方式，弘扬爱岗敬业、乐于奉
献、团结协作的企业精神，营造了和谐
奋进、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贵州凯里农商银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以信用工程建设为基础，不断升级贷款产品，用“兴农贷”支
持专业合作社，用“致富通”支持农户，积极助推乡村产业革命，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截至目前，该行已为3198个农村产业合
作社、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24.82亿元，为农户发放贷款2.38万笔、金额17.45亿元，力促“一村一产业”、户户有奔头，“贷”出
了美丽乡村的美好生活。图为该行客户经理走访农户了解金融需求。 王廷荣

临清农商银行优化信贷结构

推进零售类业务稳步增长

桐柏农商银行围绕“六稳”“六保”

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