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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农商银行多点发力

助实体经济跑出“加速度”
一线动态

□本报记者刘欣欣通讯员周金戈刘锋

上半年，山东张店农商银行认真
落实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复工复产，累
计为森杰清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
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等 137家企业发
放贷款21.44亿元，为2000余户贷款企
业、个人客户减费让利 2500 余万元。
截至 6 月末，该行共计实现贷款余额
141.83亿元，同比增加 7.19亿元；零售
贷款余额73.55亿元，占比达到51.86%，
在疫情管控的情况下逆风而上，以实
效举措、高效服务，充当了助推实体经
济发展的“加速器”，支持了地方经济
发展。

为进一步匹配中小客户金融服务
需求，张店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金领
优享贷”“居民幸福贷”等 5 个系列的

普惠金融系列产品，为“额度小、资质
优”的零售客户量身定制产品，扩展了
客户选择空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该行结合疫情发展形势，适时推出
了“战疫助力贷”系列产品，其后为配
合复工复产，又推出了“小微专项贷”
和“复工复产畅享e贷”等信贷产品，进
一步完善了特色信贷产品体系。目
前，该行已办理“小微专项贷”系列产
品2082笔，贷款金额9.64亿元。同时，
该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开展全覆盖
式走访园区、市场、企业、商户等活动，
依托“信e贷”“聚合支付”等线上产品，
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便捷化、
个性化、高效化的金融服务，着力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截至 6月末，
该行累计投放零售贷款31.03亿元，主
要投向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

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张店农商银
行坚持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依托战略合作协议、
金融挂职等平台充分发挥金融专业优
势，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参与“创业
贴息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等政策性贷
款发放，开通不动产登记专线，落实“百
行进万企”等活动，全面深化“政银企”
合作，与地方经济形成良性互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管控特殊时期，张
店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出台帮扶措施，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沟通协商，
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将贷款予以延
续，帮助其渡过难关。同时，该行还积
极争取成为地方政府牵头的应急贷款
项目主办行，进驻企业提供应急贷款，
多项举措同抓共管，为企业筑起坚实的
资金后盾，彰显了“农商担当”。丹阳农商银行导墅支行

开展“富民创业贷”宣传营销
自江苏丹阳农商银行“富民创业贷”

推出以来，该行导墅支行抢抓时机，开展
“富民创业贷”宣传营销工作。截至目
前，该支行共发放“富民创业贷”38 笔、
金额902万元。

为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导墅支行
组建了流动银行金融服务队，白天积极
对接工业园区、村组，晚上对沿街商铺
逐户走访，发放宣传单页，为群众详细
讲解“富民创业贷”的政府贴息优惠政
策。同时，该支行细化贷款受理、调查、
资料整理等环节分工，安排专人负责对
接人社部门，本着“自己多受累，客户少
跑腿”的服务原则，第一时间受理客户
资金需求，高效扎实推进“富民创业贷”
工作进度。 万宇宁 陈志志

三台农商银行

为受灾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入汛以来，四川三台农商银行高度

重视防汛工作，在抓好行内防汛部署同
时，密切关注汛情可能对客户产生的影
响。日前，当得知该行支持的某养殖专
业合作社遭受到汛情冲击时，三台农商
银行行长带领相关部室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在对客户表示慰问的同时，详细了解
受灾情况，并制定了恢复生产自救计划
和措施。

在掌握到客户的实际困难后，该行
行长现场提出了支持服务方案，结合专
业合作社受损情况，酌情对其存量贷款
实施利率优惠；对即将到期的贷款制定
延期还本计划，为客户减轻还款压力；要
求属地支行做好后续金融服务跟进工
作，与客户共渡难关。

王毅 杨正春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江柳

一直以来，陕西石泉农商银行始终
坚守“四个面向”市场定位和“扎根地
方、服务县域”的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
为，用足用活金融政策，用各项务实举
措为普惠金融保驾护航。截至 6月末，
该行各项贷款 34.43 亿元，较年初增长
1.77 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4.6 亿多
万元，较年初增长5279.81万元。

石泉农商银行按照“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采用先行受理、容缺办理、跨
网点受理等模式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
实行“延长还款期限、免收逾期罚息、不
记客户违约”的政策，对于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时受困的当地企
业，通过调整还款方式、延长授信期限，

推广无还本续贷、展期等纾困方式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切实做到“不断贷、不压
贷、不抽贷”。

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市场需
求、有产品订单、具备生产条件的中小
微企业，石泉农商银行开展拉网式对接
走访，列入清单式名单，加大信贷支持；
通过融资担保、贴息等配套政策，创新
业务合作风险分担方式，携手税务部
门、担保公司等机构先后推出“应收账
款质押贷款”“诚税贷”“收费权质押贷
款”“存货质押贷款”等业务，最大程度
满足了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积极推广农
村“两权”“存货”“诚税贷”等抵质押方
式，确保企业生产扩能需求，实现应贷
尽贷。该行还创新担保方式，在全市首
创“企业纾困担保基金贷款”，目前已向
6家企业发放“纾困基金担保贷款”1000
万元。

石泉农商银行落实金融政策

应贷尽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河南平顶山卫东农商银行始终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己任，坚持支农支
小的市场定位不动摇，充分发挥金融主
力军作用，畅通渠道破解企业融资难
题，创新产品满足小微企业客户的多元
化金融需求，为企业复工复产注入金融

“活水”。
该行积极调整信贷工作思路，坚持

“做小、做散、做快”，通过上线“金燕应
城惠贷”产品，变”等客上门”为”服务
上门”，主动把金融服务送到农户家门
口、商户店门口;从现场采集资料、线上
远程审批到放款等各个环节实施专业
化管理，提高审批效率，简化审贷流程，
在把控信贷风险的前提下，最快24小时

实现放款，使客户足不出户便可享受优
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打通了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该行申贷系统上线以
来，申贷户数达 9400余户，授信额 4700
余万元。

为满足小微企业客户的多层次金
融需求，该行在小微金融产品上积极进
行创新，通过摸底调研了解群众信贷需
求，大力开发信贷产品，推出“商优贷”、

“家庭贷”、“房抵贷”等系列特色金融产
品，充分满足小微企业多元化、个性化
资金需求。至 6月末，该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 37.62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占贷
款总额达 95%，用实际行动为小微企业
的发展保驾护航。 马腾飞

平顶山卫东农商银行畅通服务渠道

满足小微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

为推动金融助力“三农”产业发展，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联合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助力“三农”产业发展政策，为金融支农创新提供

了依据，激发了金融人的创造力。全国农信系统积极培育多元融合主体，采取“政府、银行、企业、保险”联手、联利、联心互赢发展模式，推出金融机

构设计产品实施试点工作，促进主体融合、业态融合、利益融合，推动地方产业发展；注重支农支小，联农带农，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为此，本报推出湖南、浙江、福建、重庆等地农信系统在推动金融机构设计产品实施试点工作多方联动、支农支小中涌现出可复制、易推广、

贴近农民需求的金融支农模式和助力“三农”产业发展等典型经验，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 伍洪 通讯员 陈川艳

坚持“支农支小、服务县域”是重庆忠县稠州村
镇银行办行宗旨，该行加强与县农委、县经信委、县
工商联等部门合作，发挥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
的“蓄水”“输血”功能，推出“无缝对接续贷款”等产
品，全力支持忠县重点项目工程融资需求；坚持“小
额、流动、分散”信贷投放原则，采取“短、频、快”授
信业务方式，以“灵活的信贷机制、创新的担保方
式、快速的审批流程”模式，培育和支持农副产品加
工业、种植养殖大户扩大生产规模，精耕支农支小

“责任田”，用“二抵贷”“安心贷”“亲情贷”“市民贷”
等产品扛起忠县支农支小的大旗。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为“老字号”注入金融“活水”

重庆市忠州腐乳酿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
经营百年老字号“石宝寨”牌豆腐乳为主的企业，7
年前在进行技改时遇到了资金瓶颈，忠县稠州村镇

银行主动上门，以最快的速度为其发放500万元贷
款，为其解决了燃眉之急，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公
司发放贷款1700万元。

忠县稠州村镇银行一向重视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先后为忠州腐乳酿造有限公
司、忠县小峰食品有限公司、玉印山豆腐乳等企业
累计发放贷款 3755万元，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忠州豆腐乳注入了金融“活水”。“服务‘三农’、支
农支小支微是我们村镇银行应尽的责任。”忠县稠
州村镇银行副行长邓万军如是说。

多方联动“输血+造血”
支农支小支实助力脱贫攻坚

重庆全伦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
生产竹笋干、速冻竹笋、竹笋罐头、风味竹笋等产品
的企业，在忠县流转承包林地、土地、荒地近780公
顷，前几年在投建笋竹加工厂时遇到了资金短缺难
题。忠县稠州村镇银行得知情况后，为该公司融资
500万元，截至日前，已累计为该企业融资 5100万

元。如今，全伦生态农业公司已完善了马灌镇龙肖
村、乐杨村等数十个笋竹基地配套的水利设施，不仅
为笋竹基地及当地农作物提供灌溉，而且还为周边
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推动了笋竹产业发展。

重庆豪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几年前在忠县
新生镇钟坝村流转森林面积 234.5公顷，租赁土地
54公顷，后期该公司流动资金出现了困难。忠县稠
州村镇银行下户调查时了解到此情况后，以最快速
度为其发放了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缓解了其流
动资金困难，至今已累计为该公司发放贷款1320万
元。目前，该公司已建有近28公顷红心猕猴桃园、
480多头梅花鹿养殖园和 13.5公顷花谷观光园，为
当地农民提供了数百个在家门口上班的岗位。该公
司董事长任勇说：“我们已从几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
为了现在集种植、养殖、建筑、旅游开发为一体的集
团企业，要感谢忠县稠州村镇银行的信贷支持。”

“我行将一如既往坚守支农支小支实，为决胜
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忠县金融力量。”忠县
稠州村镇银行董事长杨正方如是说。

自浙江吴兴农商银行启动绿色小额贷款保证
保险（简称“绿贷险”）试点工作以来，与“政、银、
保”三方联手，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新融资模式，
至今已为 14 家小微企业提供了 1960 万元“绿贷
险”贷款授信，缓解了当地小微企业融资抵押担保
难题。

湖州鹏程食品有限公司在获得吴兴农商银行
发放的200万元“绿贷险”贷款后，该公司负责人林
珊鹏说：“我们正在增加一条食用油加工生产线，还
要为开拓周边市场储备流动资金，这笔贷款对我们
来说很及时。”

为湖州鹏程食品有限公司纾解“成长烦恼”的
正是湖州市推出的一项创新之举——“绿贷险”工
作试点。与以往贷款不同的是，这次不只是企业和
银行双方合作，保险公司也参与其中。林珊鹏告诉
笔者：“首先是人保财险来调查经营、资金流等情
况，为我们投保后，再由吴兴农商银行调查通过发
放贷款。”据悉，这笔贷款是该市发放的首笔“绿贷
险”贷款。吴兴农商银行作为试点银行之一发放的

“绿贷险”贷款比同档次贷款利率下浮25%，目的是
为小微企业减轻财务成本。

据了解，“绿贷险”是指小微企业及个人向保险
公司投保，银行以保证保险保单作为担保方式向投
保企业及个人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经营性信用贷
款，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贷款风险分担
责任的保险业务。“政府通过对利息、保费进行补
贴，小微企业可以在无抵押、无担保的情况下以比
较合理的融资成本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吴兴农商
银行董事长周盛东说。

据吴兴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一项新
的绿色金融试点，专门量身定制“绿贷险”以缓解小
微企业的痛点，其无抵押、无担保是最大亮点。试
点的主体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构建深层次紧密信
贷合作，实现了“银保”信息共享、业务分享，提高了
运作效率，为缺乏抵押担保的小微企业、城乡创业
者和农户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融资途径。

目前，湖州市人保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财
险等第一批 7家试点保险公司已组成“绿贷险”保

险共保体，并与吴兴农商银行、南浔银行和湖州银
行签订了合作协议；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短、小、
急、频”特点以及缺乏抵押、担保的现实困难，“银
保”双方正在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实行限时办理
承诺，提高审核通过率，扩大“绿贷险”的覆盖面和
渗透度。

“绿贷险”贷款有门槛，只要符合绿色发展导向
的小微企业、城乡创业者（含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种
植养殖农户均可向银行或保险公司申请，贷款分别
不超过 300万元、100万元和 50万元，仅限用于生
产经营性用途；而存在欠缴税费、逃废债务、环保处
罚等列入失信名单管理的企业及个人不得申请“绿
贷险”贷款，并设置了追偿机制和叫停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湖州市
政府每年将安排专项资金 5000万元用于支持“绿
贷险”试点工作，对试点银行按照实际贷款发放金
额的 0.5%进行补贴，旨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担
保难问题，加快推进了该市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建设。 周建巨 吴梦刚

今年以来，湖南省益阳市农信
系统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地
方金融排头兵、普惠金融领跑者作
用，不断创新信贷方式，加强支农
支小服务，创新工作举措，多方联
动发力，按下支农支小“快进键”，
全力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益阳市农信系统支农支小贷
款较年初净增11.2亿元，增长5%。

为把益阳市支农支小工作做
细做实做好，益阳市农信系统专门
出台了《关于积极加强信贷服务支
持春耕备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加强信贷支持疫情防控及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推动“暖春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所
辖各农商银行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信贷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和农业生产。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益阳市“三
农”资金需求情况，益阳市农信系
统组织辖内5家农商银行采取线上
线下服务方式，主动对接城乡居
民，开展信贷资金需求大调查，瞄
准粮油、农机、农技、种子、化肥、农
药以及农村电商、物流等重点农业
生产供应领域；瞄准有机旱作农
业、中草药种植、特色农产品种植
等生产项目；瞄准中小微企业经营
项目的需求，及早入手，及时对接，确保“菜篮子”

“粮袋子”等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稳产保供。
益阳市农信系统根据市场发展，通过加大对

“福祥便民卡”“聚财宝”“稻虾贷”“易贷宝”等信贷
产品的宣传力度，做大做强传统信贷产品，依托其
灵活、高效、便捷的经营优势，积极拓宽产品覆盖
面。益阳市农信系统辖内各农商银行结合辖区实
际需要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农副产品的特点，创新
推出了各类特色明显、针对性强、优势突出的信贷
产品，充分满足客户信贷需求。对符合条件的中小
微企业客户，其辖内各农商银行积极运用让利返
息、调整结息方式、延长还款期限、无还本续贷、优
化征信服务等差异化政策，帮助企业加快复工复
产；对信用村镇农户实行差异化优惠利率，让利于
民，彰显了农商银行的担当。 李争荣

近年来，山西长治
漳泽农商银行大力支
持辖内老顶山旅游开
发区农户开展特色种
植，今年已累计发放农
户小额贷款 3000 余万
元支持该开发区水果、
中药材、小杂粮等产业
发展，对农民增收、乡
村振兴起到了积极推
动作用。图为该行支
持的老顶山旅游开发
区河头村种桃大户喜
获丰收。 付强

释放支农支小金融力量

忠县稠州村镇银行扎根县域服务“三农”

多方联动把支农支小责任扛肩上

吴兴农商银行推广“绿贷险”

“政银保”联手纾解小微企业“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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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信推进“下沉化”模式

提升民生领域
金融服务质效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今年以来，江苏省农信系统
聚焦民生领域和实体经济，摸实
情、出实招，创新基础金融服务模
式，多元化、多举措扩大覆盖面，
打造开放银行“零接触”金融科技
生态，推进金融服务“下沉化”助
力地方经济发展。

为推进金融资源贴近市场最
前沿，持续提升民生领域服务能
力，确保普惠金融资源顺畅下沉，
江苏省农信系统切实改变阶段性

“一阵风”营销模式，常态化走访、
对接，外拓营销推动存量增贷、

“首贷”拓面。其辖东台农商银行
以“金东先锋”品牌创建为抓手，
充分发扬“背包银行”精神，每天
确保有 200 名客户经理在外，借
助移动运营系统“敲门”营销，上
门“送贷”。

针对疫情影响，江苏省农信
系统运用科技赋能，加快“不见
面”“无接触”金融产品服务开
发，创新上线“云柜台”，开发推
广“阳光 e 贷”等“e 金融”产品，
借助手机银行、微信平台，打造
在线服务闭环，帮助客户掌上快
速获取存、贷、汇、理财等综合化
的金融服务。

江苏省农信系统积极构建
生态银行，加强异业联盟跨界融
合，打造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
服务生态。“端午节”“龙虾季”

“九城联动”产地直供；看“摘杨
梅直播”领优惠券；买刚下树鲜
货，顺丰冷链包邮……留意“江
苏辖区农商银行”公众号。自今
年 4 月以来，江苏省农信联社创
新推广“E 路由我”互金平台，组
织“青春飞扬，E 路有好品”主题
营销活动，全省农商银行纷纷行
动，吸引商户入驻线上“摆摊”，
运用直销、直播，为企业、商户提
供暖心“带货”服务，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