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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农商银行

考察交流安全保卫工作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李连盛
日前，江苏邳州农商银行安全保
卫部总经理韩召军一行 7 人莅临阜宁
农商银行考察交流安全保卫工作。
在座谈交流会上，邳州农商银行
听取了阜宁农商银行上线的移动安防
管理平台介绍。此平台是基于视音频
多媒体、移动互联等技术构建的综合
管理应用系统，通过对视频、音频、报
警、对讲、门禁等各种信息资源进行集
成处理，对设备、用户、网络、安全、业
务等进行综合管理，有效防范安全风
险和操作风险，提升该行的安防科技
管理方法。

乌拉特农商银行

增强金融扶贫精准性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内蒙古
乌拉特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地方金融
扶 贫 排 头 兵 作 用 ，结 合 自 身 网 点 服
务、产品特色优势，转变工作思路，通
过采取创新产品、精准对接和精准支
持等举措，增强了金融支农和扶贫工
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全力助推打赢
脱贫攻坚战。
工作中，该行加强与乡镇、村组
干部的对接沟通，结合实地走访，全
面了解掌握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实际
情 况 和 金 融 需 求 ，对 其 进 行 有 效 分
类 ，筛 选 出 符 合 条 件 的 名 单 ，实 现
精 准 锁 定 、精 准 服 务 ；积 极 向 当 地
人 民 银 行 申 请 借 入 扶 贫 再 贷 款 ，通
过扶贫再贷款向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种植养殖大户以及小微企业投
放精准扶贫贷款。截至 7 月中旬，该
行已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732 户、金额
2997.5 万元。
吴琼

贵港市区农信联社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今年以来，
广西贵港市区农信联社
积极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为复工助
力，
将服务下沉，
把化险压实，
勇当乡村
振兴的
“排头兵”
。截至 7 月末，
该联社
各项存款余额 214 亿元，比年初增长
18.5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172亿元，
比年
初增加12.5亿元，
缴纳各类税金近6500
万，
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质效。
为践行地方金融主力军光荣使
命，该联社大力支持当地企业发展，
截至 6 月末，其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91
亿元，
企业（公司）贷款余额 57.9 亿元，
居全市各金融机构之首。
邱亮

大英农商银行

因需施策助农增收
四川大英农商银行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始终坚持结对帮扶到位、金
融服务到位、助农增收到位，帮扶结
对村——大英县象山镇文龙村贫困
户实现脱贫致富。
为支持文龙村贫困户自主创业，
大英农商银行因需施策，为其开通了
惠农贷款绿色通道，有效解决了贫困
户 融 资 难 、融 资 贵 等 难 题 。 截 至 目
前，该行已为文龙村累计发放小额农
户贷款 127.7 万元，
发放小额扶贫贷款
73.62 万元，其帮扶的 34 户贫困户已
全部脱贫。
胡晓 昝鑫

泰兴农商银行

开展主题营销活动
日 前 ，江 苏 泰 兴 农 商 银 行 瞄 准
“甜蜜经济”，定位年轻客群，开展了
“全城热恋 爱在七夕”活动，让年轻客
户获得新体验。
此次活动的开展得益于该行自
建的“金融云营销”平台，其平台的转
介领红包功能，点燃了百姓的营销热
情，助推营销产生裂变反应，拓宽了
获客渠道。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注
册用户 3.7 万多户，成功办理业务 3.4
万多笔。
于鹏

田林农商银行

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前不久，广西田林农商银行成功
堵截一起冒充领导急需使用资金的
电信诈骗案件，为杨某追回网络诈骗
资金 10 万元，
挽回了客户经济损失。
8 月，诈骗人员冒充某单位领导
吴某添加了该单位员工杨某为 QQ 好
友，随后以公休在外旅游急需转账 10
万元给某领导办私事为由，对杨某进
行诈骗。杨某转账后为提醒对方及
时查收款项，拨通了领导吴某电话进
行核实后才发现是诈骗。
田林农商银行营业部人员了解
杨某反映的情况后，迅速采取措施，
成功堵了截该笔跨行交易资金。
杨正赞 黄夏艳

铜川市印台区农信联社找准发力点

坚持党建引领 促进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王周伟

委决定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在该企
业符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为其开
在攻坚决胜建成小康与乡村振
设了绿色信贷通道，给予其 300 万元
兴衔接的关键期、冲刺期，陕西省铜
专项贷款额度。在多个部门的配合
川市印台区农信联社积极探索融入
下，从法人开户、申请、报送资料、利
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坚持党建引领、 率优惠、授信审批，到 300 万元资金
坚守支农支小定位，不断丰富“党
到账，全流程仅用时不到 24 小时，确
建+”模式的内涵，深度融入乡村振
保了该企业的物资采购资金，解了
兴、巧妙融入基层治理、积极融入企
客户的燃眉之急。
业发展，切实找到了符合当地实际、
为进一步加大支持企业复工复
接地气的发力点，
以高质量党建为其
产的服务力度，该联社对确因受新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促进了地方经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部分中小微企
济发展。截至 7 月末，该联社各项存
业，特别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
款 30.75 亿元，各项贷款 20.51 亿元， 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的企业和
累计为 1.8 万多农户授信 3 亿元。
个人客户，以及有发展前景但临时
在“党建+”的引领下，该联社积
受困的小微企业，坚决做到不盲目
极融入小微企业发展，为其量身定 “抽贷、断贷、压贷”；对存量客户中
制金融服务方案，提供有针对性的
已出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该联社
金融服务。
及时按照监管部门的政策要求，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做
持与客户共同面对困难，根据实际
好疫情期间医疗企业的金融保障服
情况采取“一企一策”
“一户一策”等
务，该联社第一时间组织全辖开展
措施，通过实施调整还款方式、变更
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企业融资需求调
分期还款计划、延长还款期限（展
查，领导班子带头深入企业走访调
期）、适当追加授信额度等措施，支
研，了解企业防疫产品销售和资金
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恢复正
需求情况。走访中，了解到辖区 1 家
常生产经营，平稳渡过难关，充分发
公司急需资金周转以购买医疗防疫
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保
物资提供医院的情况后，该联社党
障作用。

为有效提升结算服务水平，填
补农村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空
白，该联社在全区各村镇设立了助
农金融服务店，农民足不出村便可
办理查询、转账、现金支取、消费、汇
款、缴费等业务，逐步构建了“基础
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普
惠金融服务体系，成为践行普惠金
融的领跑者。
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该联社
高度重视电子银行业务发展，明确
提出“电子银行业务引领存贷款业
务”的工作思路，树立起“业务拓展、
科技先行、电银突破”的经营策略，
及时扭转了电子银行业务是“副业”
不是“主业”的错误认识，加大人力、
财力、政策倾斜，全员齐上手、共发
力、同促进，有效推动了电子银行业
务快速发展。目前，该联社客户经
理可以拿着平板（PAD）在农户家中
进行现场采集信息、评级授信、发放
贷款，把“银行”搬到了百姓家中，把
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高效、智能、
快捷、普惠的线上申贷受到了客户
喜爱。目前，该联社已通过纯线上
成功授信签约客户 700 户、金额 2678
万元，切实提高了客户的产品体验
度和服务满意度。

河北省联社邢台审计中心构建融合式党建体系

凝聚合力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河北省农信联社邢
台审计中心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守市场定位，围绕中心工作,构
建“1（党建）+N”融合式党建体系，
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全面提
升党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坚
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迈上行稳
致远发展新征程。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邢
台审计中心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各级
党委、政府和各部门有关决策部署，
组织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和全
辖疫情防控调度会，成立了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审
计中心及所辖各县级行社应急预
案，部署防疫抗“疫”工作，抓细抓实
疫情防控部署；发布《致全市农信系
统党员倡议书》，倡议全体党员坚决
听从党的号召，带头做好各项疫情
防护措施，加强科学宣传引导，践行
社会责任和使命。
该审计中心党委结合疫情防控
工作，研究制定了《关于印发<2020

最美农信人

年持续深化作风纪律专项整治推进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深
化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加强作
风建设，全力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
个责任”
，
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的使命担当。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邢台农信系统 780 多名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驰援抗
“疫”
一线，
分包 41 个
小区，
建立207 个临时基层党组织，
充
分发挥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为快速响应国家及监管部门出
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邢台审计
中心指导所辖各行社靠前服务，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减免罚息、贷
款展期、无还本续贷、定向捐赠、无
偿献血等方式，助力稳企业、稳经
济、稳发展；深入开展“访千企走万
户”
“百行进万企”等活动，积极与市
政府对接白名单，组织辖内行社派
出党员担任企业金融代办员，逐一
排查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及困难需
求，主动冲在企业走访排摸一线，精
准滴灌金融“活水”。

截至目前，邢台审计中心所辖
各行社共支持复产复工企业 532 家，
授信金额87 亿元；
减免罚息和延后还
款 167 笔、金额 44 亿元，办理展期 77
笔、金额 13.1 亿元，无还本续贷 181
笔、
金额23.3亿元。
为进一步推动党建共建与普惠
金融紧密结合，有力提升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邢
台审计中心指导各行社通过紧扣乡
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
划等工作大局，通过有计划、有步
骤、有节奏的调整贷款投向和投放
比例，切实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
支持力度，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
结合，深入推进“双基”共建“巩固提
升年”活动，切实增强贫困地区“造
血”功能，实现了对符合条件建档立
卡贫困户做到应贷尽贷。截至 7 月
末，邢台农信系统各项贷款 998 亿
元，其中，涉农贷款 682 亿元，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726 亿，扶贫小额信贷
1967 户 0.85 亿元。
李子茂

江油市农信联社开展党建共创

结对帮扶贫困村脱贫致富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四
川省江油市委、市政府结合实际，制
订了《江油市干部驻村帮扶暨结对帮
扶工作方案》，分配了具体的联系单
位，并确立以党建为引领，创新金融
与基层治理，以党建共创共建模式，
实现对口扶贫工作的举措。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江油
市农信联社结对帮扶该市八一镇东
山村的 46 户贫困户。至此，一场联建
共创的合作也顺势拉开了序幕。
2015 年，八一镇东山村党委与
江油市农信联社八一分社党支部顺
利实施了党建结对，两个党组织按
季共同召开会议，一起开展活动，让
彼此之间的信息更畅通，工作推进
更协调。
在实地走访了八一镇东山村贫困
户后，该联社领导与东山村“两委”进
行了会谈，确定了脱贫攻坚帮扶大方
向。扶贫要扶智才能长久。该联社党
委组织全体员工为东山村的贫困户进
行了募捐活动，集体捐赠了 20 万元，

合计募得 25.8 万元；
用这些资金，
帮助
东山村改造村级文化广场，建设村级
联建活动室、村民学习室等专业的学
习基地，让东山村贫困户在思想上扎
牢脱贫就是目标的根本理念，改变了
贫困户的思维，让村里的人农闲有事
做，
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2019 年，该联社党委经过研究，
采购了东山村贫困户养殖的禽类和
种植的花生等经济作物，采购金额达
到 10 万元，这些资金，打通了贫困户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中，该联社
牢记金融扶贫的使命，把责任抗在肩
上，以一己之力发放了全市 90%的金
融扶贫贷款，共授信建档立卡贫困户
7978 户 ，发 放 扶 贫 小 额 信 贷 1.55 亿
元，支持了含东山村在内的全市贫困
户发展生产，推进了该村脱贫工作向
前迈进。
经过6年的帮扶，
江油市八一镇东
山村于2019年顺利实现了全村贫困户
脱贫摘帽，
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重任。
黄胜 林启军

介休农商银行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为打赢“四大战役”提供“红色动能”
“四大战役”打响以来，山西介休
延期支付及综合考评部分外，全部与
农商银行党委牢固树立党建和业务
不良认领、星级客户营销、贷款指标
“一盘棋”理念，坚决扛起管党治党主
挂钩考核，激发全员主观能动性，有
体责任，采取“深化党性教育、强化组
效推动工作开展。
织保障、压实主体责任、突出督导落
该行明确“每天进度一通报、每
实”等措施，积极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晚党委一碰头、每周片区一调度、每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
月集中一分析、每季汇集一考核”工
汇聚全行力量，为打赢“四大战役”提
作推进机制，分管领导每日下乡跑大
供“红色动能”。
户，协助基层开展责任清收，通过压
为深化党建引领，助力“四大战
力传导，推动工作落实。该行还出台
役”，该行出台了《
“抓源头、获客群、 《保障“四大战役”加强作风建设专项
拓营销”全员营销竞赛活动方案》
《风
治理工作方案》等办法，强化部门联
险资产清收处置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动，
对保障
“四大战役”
、
加强作风建设
《增收节支提质增效活动方案》。在
进行自查自纠，
提升机关效能，
减少基
开展风险资产清收处置活动中，该行
层负担，让基层和员工把精力真正用
分为 8 个片区，由分管领导和 1 名退
在营销、服务、清收上，保证“四大战
居二线领导担任组长，将各支行人员
役”工作顺利推进。
和二线工作人员作为清收主力，形成
“四大战役”以来，介休农商银行
自上而下的组织、行动体系，从而实
党委注重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现了党建目标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党
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和
建任务在支行的认真执行，党建成效
激发全体员工在各自岗位上求真务
在业务发展中的充分体现。
实、争创业绩、勇立新功，抓实、抓牢、
为全面落实党建责任制，该行党
抓细党建工作与全员营销、
风险防控、
委班子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党委书
清收工作等的深度融合。截至 8 月
记统筹指挥，负责社团贷款风险化
末，该行营销三星级客户新增 385 户，
解；班子成员协调配合，依次各包 10
存量 1108 户；全员营销贷款户数 589
个大户。为有效激励全员认领清收、 户，
金额 11325 万元，
月结息 134 万元；
业务营销任务，该行修订了绩效薪
全员吸储余额 10.63 亿元，
较年初净增
酬、不良贷款清收奖励办法，工资除
3000 万元。
温娜

老罗：甘做信合“老黄牛”

老罗叫罗绍平，
1989年参加农信社
工作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是湖南桃源农
商银行九溪支行的一名客户经理。说起
老罗，
九溪镇官坪村党支部书记李红斌
说：
“老罗是我们这里老百姓最信任的人。
”
2018 年末，客户张某来九溪支行
办理存折支取业务，由于不是本人的
存折，密码输入错误两次之后，担心再
次输入错误导致存款不能及时取出。
老罗在得知客户本人患重症行动不
便，不能前来办理业务的情况后，主动

骑上他自己的摩托车去客户家里上门
调查、办理委托挂失业务，解了客户的
烦恼。老罗虽在信贷岗位工作，但只
要乡亲们有难题，他都会帮忙解决，这
种不嫌麻烦最终换来了他在九溪老百
姓心目中的好形象。
2019年，
老罗被选派为桃源县委派
驻村帮扶工作队成员，
负责农商银行在
黄石镇香山村的贫困户脱贫帮扶工作。
“罗主任，能劳烦您下次来的时候
再给我带点油盐和药吗？就用我放在

您那儿的银行卡。”郭红伍是香山村残
疾人、贫困户，常年躺在轮椅上，外出
采购物品要依靠邻里帮忙。老罗得知
这一情况后，主动请缨自发当起了郭
红伍的采购员，每次下山前都会联系
他需要什么物资，出于对老罗的信任，
郭红伍把自己的银行卡和存折都交给
了他，
但老罗从来没用过。
在驻村期间，老罗把驻村扶贫当
事业，真驻真帮真扶，成了贫困户眼中
的“贴心人”
“暖心人”
。
李修安

扶贫路上的农商人
——记河北鸡泽农商银行驻村扶贫干部范红彦
盛夏的清晨，行走在河北省邯郸
市鸡泽县双塔镇东三陵村，一栋栋白
墙黛瓦的房子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美观
素雅；一头头精壮的牛儿在养殖场内
撒欢觅食；田间地头里，朴实憨厚的村
民在欢声笑语中辛勤劳作着……东三
陵村村干部说：
“这是在鸡泽农商银行
驻村工作队范红彦帮扶结出的硕果。”
范红彦，现任鸡泽农商银行双塔
支行行长。自入驻东三陵村开展扶贫
工作以来，带领驻村工作队，把握村
情、精准施策，紧紧抓住产业发展这个
脱贫攻坚的“牛鼻子”，在调查研究、
摸清民意的基础上，把发展产业与精
准扶贫结合起来，通过兴办产业带动
农民脱贫致富。
2017 年，鸡泽农商银行与鸡泽县
扶贫开发办公室签订了主要内容为“5
万元以下、3 年以内、免抵押免担保、基
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
金，发放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合作协议》。此协

议的签订为鸡泽农商银行金融扶贫工
作夯实了牢固的基础。
根据政策要求，范红彦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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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帮扶村的“造血”功能和
发展后劲。根据帮扶对象发展养殖业
的需求，选择了 5 名创业代表，及时给
予授信，简化了贷款手续。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该村用获得的 1100 万
元帮扶信贷资金，全力发展养殖业，支
持创业户新建占地 3.35 公顷的特色养
殖基地，建成标准化畜舍 5 个，成立了
鸡泽县冀陵养殖有限公司，走上了“公
司+农户+贫困户”
的发展模式。
2017 年，东三陵村就实现了销售
育 肥 牛 500 头 ，获 得 了 较 好 利 润 。
2019 年该村投资 240 万元，到内蒙古
牧区引进了 300 头驴，使其养殖达到
了一定规模。东三陵村发展养殖产业

吸收双塔镇辖属 14 个村贫困户 153
户、339 人，采取将扶贫专项资金入股
养殖公司，按入股 10%分得红利 14.5
万元，让贫困户得到了实惠。驻村工
作队还帮扶有致富能力的村民筹资了
30.2 万元资金，建成了 10 个标准化蔬
菜大棚，瓜果蔬菜采摘上市后，农户们
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范红彦把扶贫当“家事”，把群众
当“亲人”，用真情真心真扶贫，赢得了
东三陵全村干部、群众的信任，使这个
昔日的贫困村焕发出生机。
由于工作突出，2017 年,范红彦所
在的东三陵驻村工作队被评为“全省
扶贫脱贫先进驻村工作队”荣誉称号；
2018 年被评为“省脱贫攻坚奖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2019 年被中共邯郸市
委组织部评为“先进驻村工作队”荣誉
称号。2016 年驻村工作队入驻东三
陵村时，东三陵村有贫困户 52 户，如
今该村这些贫困户已实现全部脱贫。
刘霄 王莹莹

日前，吉林双阳农商银行组织开展了“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区”集中宣传活
动，帮助百姓提高识假币技能，提升防假意识，增强打假责任，有效维护群众自身
合法权益。图为该行员工正在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高鸿丽

赫章农商银行创新信贷产品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社区是全县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为增强易地
扶贫搬迁信心，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目标，贵州赫章农商银行紧
扣“三个到位”，下沉服务，全力做好易
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
工作中，
该行明确其西城支行为专门
的服务支行，
对搬迁社区新增了两台
“村村
通”
，
为社区商户安装了
“黔农e付”
系统，
并
通过开展信用工程提档升级、
打造诚信环
境、
细化网格化管理、
推进
“家庭银行”
服务
等方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截至目
前，
该社区居民贷款余额4653.27万元。
该行结合金银山社区实际情况，按

照“党建引领、银政合作、联姻共建、积
分增信、利率优惠”的原则，为易地扶贫
搬迁居民量身打造“金银贷”信贷产品，
通过“逐户评定、区别授信、风险可控、
流程简化、特色服务”模式，支持异地扶
贫搬迁居民产业发展、生产经营及生活
消费，全力支持异地扶贫搬迁居民就业
创业，真正让异地扶贫搬迁居民念好
“致富经”，实现乐居新家园、乐享新生
活。截至目前，该行已发放“金银贷”
104 笔，金额 467.42 万元，全方位强化了
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信贷支持，有力
推动了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创业就业增
收致富。
李志 沈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