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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敲梆鱼”式的捕捞，到探索小网箱养殖，再到成为全国最大的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椒江大陈岛创新技术
养殖黄鱼，推进农业产业化，探索海岛振兴的“共富密码”。作为大陈岛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浙江椒江农商银行坚持金
融服务“不打烊”，线上线下都“在线”，助力黄鱼养殖基地由木质小鱼排转型升级为大型铜网衣围海养殖模式，并借力
网络直播，把美味的农产品从深海送到餐桌，为优质农产品打开销路。图为椒江农商银行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实地了
解养殖户经营情况。 李承航 金璟

“咩咩咩……”还未走进山西省长
子县尧兴农牧有限公司，声声不绝的
羊叫声就已传入耳中。李海伟经营的
尧兴农牧公司是长治市最大的优质黑
山羊养殖基地，也是长子县南陈乡养
殖扶贫基地。目前，该公司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合作养殖户
500余户，黑山羊存栏近7000只，年出
栏30000只，年产值5100万元。

“就等你们来呢，如今市场行情稳
定，收入可靠，我计划扩大规模再建立
一个养殖场，这样还能再带动 10名农
户就业。”李海伟说到。

“当然可以，您这是农村绿色产
业，咱们农商银行一定会大力支持

的。这次我们来就是进行贷前调查
的。”客户经理爽朗地回答着。

回忆起 2020 年李海伟仍心有余
悸。因疫情原因，该出栏的成羊销售
不出去，资金无法回笼，新茬小羊羔进
不来，李海伟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等
到七八月份，成羊能够出栏外销，新茬
小羊羔也能进来，眼看着养殖场就要
步入正轨，幸福的日子向他招手，可就
在这时资金不足让他一筹莫展。

长子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得知他的
境况后，主动上门提供金融服务，当即
对养殖场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养殖场了
解实际养殖规模及市场需求，加班加点
形成客户贷款资料，仅用了三天时间就

为李海伟申请到了210万元贷款。
看着眼前的山羊，李海伟深情且

有些动容，“你们又给我送来‘及时
雨’，真是太感谢农商银行了！”羊群熙
熙攘攘，时而吃食，时而嬉戏，让李海
伟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希望。

长子农商银行作为县域内最大的
金融机构，多年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
的市场定位，扎根基层，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大力扶持乡村振兴战略。今年，
为积极响应号召，该行上下联动，迅速
部署，走村串户，摸排情况，为乡亲们
提供了更为精准的金融服务和有效的
资金支持，充分践行了“服务三农，相
融共生”的服务理念。 任哲峰

长子农商银行上门提供服务

解决养殖户资金难题

紫金农商银行永宁支行

为种植户发放“金陵惠农贷”

近日，某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许先
生来到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永宁支行，一
进门就连连向工作人员道谢，还将刚刚
采摘的一袋荷塘莲藕送给大家品尝。

原来，前段时间许先生在本地承包
了一块土地，准备从事生态农业生产，
还开挖了部分池塘进行莲藕种植，资金
投入量逐步增大后，自有资金已无法满
足项目支出。在朋友介绍后来到永宁
支行咨询能否申请贷款。该支行客户
经理了解情况后，立即与许先生一起来
到种植现场实地走访，迅速收集相关资
料，仅用两个工作日时间，就为他发放
了100万元的“金陵惠农贷”，解了燃眉
之急。 杜江楠

贵定农商银行

行长深入基层调研业务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营业网点业务发展情
况，摸清业务发展实情，日前，贵州贵定农
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曾洪
到岩下分理处了解网点业务开展情况，并
召开座谈会同员工进行面对面交流、零距
离沟通，共同商讨业务发展策略。

座谈会上，曾洪强调，全体员工要坚
定信心，团结一致，抓好重点工作；要理
清工作发展思路，着力增强竞争意识；要
统筹规划各项工作，强化普惠金融大走
访；要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金融风险防
范，确保各项工作目标计划有序推进。

魏兴平

融水农商银行

加大“非遗”项目支持力度

近年来，广西融水农商银行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的融资需求，
通过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开展非遗传承
人座谈会等形式，积极宣传各项信贷政
策，不断加大对辖区内非遗项目的支持
力度，助力非遗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传承
与发展。

截至8月末，该行累计为辖区刺绣、
手工艺品、苗衣、苗饰、苗锦等55个“非
遗传承人”累计发放贷款 76 笔、金额
679.5万元。 钟声

平顶山市石龙区农信联社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做好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自活动开展
以来，河南平顶山市石龙区农信联社“三
个到位”，扎实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
融知识进万家”活动，起到了良好效果。

根据活动主题和宣传内容，该联社
一方面将各营业网点作为金融知识普及
的宣传阵地，制作宣传横幅10条，宣传
海报10张，摆放咨询台、宣传折页，向前
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金融知识宣传和
普及工作。另一方面，该联社积极组织
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商户、村部、学校、企
业等地进行集中宣传活动，面对面为客
户宣传讲解各类金融知识，引导广大客
户了解相关金融知识。 谢密丽

正蓝旗农信联社

投放5.6亿元种植业贷款

金秋九月是硕果累累的季节，在内
蒙古正蓝旗宏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马铃
薯种植基地里也是一片繁忙热闹的景
象。据悉，该合作社成立于 2017 年，主
要从事马铃薯种植及销售，种植面积
2400亩。2020年因购买籽种、化肥和扩
大种植规模导致资金出现缺口，正蓝旗
农信联社为其发放 350 万元贷款，确保
合作社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同样喜获丰收的还有张巨刚一家。
此前苦于缺乏资金，胡萝卜种植规模一
直没有扩大生产。正蓝旗农信联社了解
情况后在原有 60 万元的贷款基础上又
向其投放 100 万元，种植规模由原来的
700 亩扩大到 1000 亩，年收入预计可增
加70余万元。

截至目前，正蓝旗农信联社累计为
全旗 524 户马铃薯、胡萝卜种植户投放
贷款约5.6亿元。 高娃

高青农商银行

举办客户经理行业知识培训会

为引导广大客户经理更好的服务三
农，主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业态，在推
进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近日，山东高青农商银行组织开展了
三季度行业知识专项培训会。培训老师
结合高青县养殖业发展现状，对黑牛及
小龙虾养殖情况进行了基本介绍。

今年以来，高青农商银行党委积极探
索，致力于提升客户经理综合业务能力和
整体水平，分别从客户经理思想政治建
设、客户经理准入、退出、客户经理业务管
理、行为管理、客户经理孵化培训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规定和指导，打造了一支素质
优秀、技能过硬的客户经理队伍。 庄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
年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县域网
点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服务客户数
量最多的湖南桂东农商银行，自成立
以来，不断完善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
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模
式已经成为农信文化的一张名片。

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化改革、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农商
银行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更为复
杂。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对普惠金融发
展提出的新要求，进入战略布局与转
型关键时期的桂东农商银行，如何进
一步深化普惠金融的探索与实践？

桂东农商银行董事长祝胜斌表
示，作为普惠金融的忠实践行者，该行
将继续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小微和服
务社区的战略定位不动摇，致力于使
桂东农商银行实现从“普惠金融事业
的先行者”向“普惠金融事业的推动者
和引领者”的转变。

从组建至今，桂东农商银行传承
了百年前“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
大利，但求稳妥”的16 字精神，始终坚
持着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
业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

桂东农商银行成立以来，始终把
发展普惠金融放在改革发展的首要位
置，充分发挥覆盖城乡的网络优势、规
模庞大的资金优势、扎根基层的队伍

优势，深入研究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
途径。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拿出更
实举措，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纾
困解困、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基础消
费、商圈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该行
贷款余额较年初净增2.25亿元。

桂东农商银行创新实施“顺藤摸
瓜”营销法推进整村授信，通过协会、
企业批量获取客户信息，授信效率快
速提升。并将熟知工人情况的企业
管理层意见作为信用等级评定的重
要依据，将原有授信的“背靠背”评议
升级成为“懂人品、明收入、有信用”
的“面对面”了解、“点对点”评价。截
至目前，该行已累计授信 10525户、金
额18.89亿元，用信8476户、金额16.95
亿元。不仅如此，该行对照“三重”企
业名单，积极组织参与“政银企”座谈
会，将信贷资源重点投向小微企业、民
营经济及“六新”项目，投向小微客户
的贷款在贷款总量中逐月上升，已发
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839 户、金额
20042万元。

中小微企业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
抗风险能力低，基于此，桂东农商银行
对内加压、松绑，对外降槛、延期，缓解
其融资难题。在服务小微企业过程中，
各基层网点因时因势开展精准支持。
近期，部分物流企业受疫情影响，遇到

资金难题。桂东农商银行及时组织排
查，精准制定方案，通过线上申贷平台
给予支持。7月30日，湖南发布疫情信
息后，桂东农商行第一时间发起“红马
甲”行动，了解到桂东悦灵食品公司出
现资金短缺，立即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确定了开辟“绿色通道”、降低贷款利
率、延长还款期限等帮扶举措。截至目
前，该行已办理续贷 399户、金额 5480
万元，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共 3771
户、金额1.93亿元，有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和当地经济复苏。

绿色金融作为桂东农商银行的长
期发展战略，体现在公司业务发展的方
方面面。据悉，在内部制度上，桂东农
商银行专门制定了“绿色信贷”政策。
明确要求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信贷资源配
置继续向低能耗、低资源消耗、低污染、
低排放的行业和客户倾斜，加大支持对
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力
度。截至目前，桂东农商银行“绿色信
贷”余额达到1.84亿元，为新能源发电、
垃圾处理、污染防治、城市轨道交通等
多个项目提供了金融服务。

桂东农商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成
功实践，改变了“大银行只适合做大业
务，小银行更适合做小业务”的传统观
念，在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胡湘佳

桂东农商银行推进普惠金融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河北盐山县农信联社始终坚持“立

足三农，面向县域（社区），服务中小企
业”的市场定位，持续加大三农经济支
持力度，在支农支小领域下功夫，扎实
推进普惠金融服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
水平和质效。

围绕普惠型农户贷款和普惠型涉
农小微企业贷款加大产品创新力度，该
行先后推出“普惠阳光 e贷”“公务员贷”

“家庭贷”和“白衣天使贷”等信贷产品，
以额度小、放款快、用信方式灵活等优
势，全力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信贷产品
需求。并对优质客户实行协商利率，降
低融资成本、减轻还款压力；对有发展
前景的创业项目，进一步增加授信额

度。截至 8月末，该联社投放涉农贷款
35.37亿元，占贷款总额的 65.46%；普惠
型涉农贷款 16.06 亿元，占全部贷款的
29.73%，普惠型农户贷款12.83亿元。

今年，盐山县农信联社依托“双基”
共建建档信息，结合村镇经济发展状
况，全面启动整村授信工作。与此同
时，该联社持续优化农村地区金融服
务，实现乡镇以上区域营业网点全覆盖，
优化营业网点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并依
托已建成的 98家“金融便民店”推进实
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围绕电商
服务三农、“互联网+”、农信村村通等领
域开展一系列合作，实现“金融便民店”
和电商服务站的一体化发展。 魏海兴

盐山县农信联社

立足主责主业践行普惠金融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山
东高唐农商银行积极落实上级党委相
关工作部署，强化地方金融“主力军”
担当，精准施策、创新服务，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金融力量。

秋收播种时节，缺乏资金的农户
能及时拿到资金备耕，恰似一场“春
雨”润心田。高唐农商银行坚持以农
为本、以民为先，“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支农惠农，全力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有
力的金融保障。

除全力支持产业富民外，高唐农
商银行还积极组织开展驻村服务，把
金融支持政策和信贷产品及时送到客
户手中，坚持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加大

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仅如此，该行
创新调查方式，对农户小额贷款加强
线上调查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进
行风险分析。截至 8 月末，该行涉农
贷款余额达56.32亿元，有力支持了一
批涉农小微企业及个人创新创业。

位于高唐县经济开发区的某汽车
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机动
车回收及拆解的企业。受账款回付不
及时影响，导致资金周转较为困难。
高唐农商银行在主动对接小微企业
时，了解到该公司存在的实际困难，迅
速反应，开辟信贷“绿色通道”，仅用两
天时间便为其成功授信300万元。

充裕的流动资金是小微企业成长
发展的生命源泉。受经济下行和疫情
影响，许多小微企业面临资金周转难

的问题。高唐农商银行立足实际，主
动作为，全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保障
金融服务“不打烊”。对资金周转困难
的小微企业，该行坚持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畅通“7×24”小时服务渠
道，点对点精准对接资金困难企业。
在此基础上，该行以“百行进万企”活
动为契机，对辖内小微企业进行全面
摸排，编制企业信贷需求手册，对不符
合公司类贷款条件的小微企业，创新
服务方式，为企业负责人发放“微型企
业主”贷款。此外，该行还提供企业开
户、营业执照代办、员工工资代发等一
系列配套金融服务，做实小微企业坚
强的“金融后盾”。截至 8 月末，该行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4.18亿元，较年
初增加3.26亿元。 于延飞

高唐农商银行勇当地方金融“主力军”

精准施策服务实体经济

为切实解决个体工商户融资困难，
山西沁水农商银行通过入企精准对接、
广泛开展宣传、创新信贷产品、用活央
行政策工具等举措，优化个体工商户融
资环境，提升个体工商户融资获得感。
截至 9月末，该行累计发放个体工商户
贷款1.05亿元。

年初以来，沁水农商银行通过“政银
企”对接会，采集个体工商户信息 9828
户，按照“稳定场所、稳定职业、稳定收
入”和“无不良记录、无不良嗜好、无过度
融资”的标准，组织基层支行深入开展

“红马甲送贷”活动，主动对接个体工商
户，按月更新“白名单”，成功营销个体工
商户 2096 户，新支持 655 户，投放贷款
6633万元。同时，该行组织骨干力量，集

中研发信贷产品，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
“兴商贷”“兴业贷”“兴隆贷”“药店贷”
“烟草贷”等20余种金融产品，满足各类
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并实行差别化
利率定价制度，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沁水农商银行用足用活央行
货币政策工具，把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
款纳入其中。截至目前，该行运用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为97户个
体工商户办理贷款延期本金1226万元；
运用普惠小微信用支持计划，为 315户
个体工商户发放信用贷款4379万元；运
用支农再贷款工具，支持20户个体工商
户获得经营性贷款 285万元；运用支小
再贷款工具，支持58户个体工商户获得
经营性贷款747万元。 郭鹏

今年初，江苏省新沂市委在全市评
选出60位“乡村振兴领头雁”人物（以下
简称：“领头雁”人物），新沂农商银行主
动与当地政府对接，与“领头雁”人物结
对共建，聘任“领头雁”人物为“金融服
务顾问”，并选派年轻优秀的客户经理
到“领头雁”人物所在村挂职交流。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关键一年，新沂农商银行牢牢
把握这一历史机遇，重点完成好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
化帮扶这两项工作。由“领头雁”人物、
村干部和农商银行客户经理组成需求
调查队伍，按照建档立卡清单进行摸排

筛选，重点掌握农户目前生产经营情
况、贷款意愿和贷款需求。同时，新沂
农商银行根据摸排结果分类建立脱贫
人口档案，对想干事、愿创业的低收入
人口给予资金支持。截至目前，该行本
年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470 余
户、金额1300余万元。

今年 7月，该行按照省农业农村部
门和省联社的统一部署，开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动，利用信贷直
通车活动平台优化审批流程，提高相应
速度。据统计，仅一个月的时间，该行
累计受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23 户、金额 900 万元，目前成功提供融
资380万元。 陆娜

今年以来，四川苍溪农商银行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在四川省联社党委及广
元办事处党委的安排部署下，进一步发
挥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作用，全力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档升
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苍溪县域深入
实施、开花结果。截至目前，该行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740 户，贷款余额
39192 万元，有力支持了一批优秀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了地方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
动力。

为掌握县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
本情况，苍溪农商银行积极对接市场监
管局和农业农村局，获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清单，根据经营主体的注册地和经
营地落实责任网点。按照“两个全面”
要求，结合“亮剑行动”“走千访万”工

作，对清单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户
走访，对正常经营的开展全面评级授
信。截至目前，已完成信用等级评定
2532户，授信金额 72360万元。针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抵押担保措施、行
业具有周期性等实际情况，苍溪农商银
行加大信贷产品精准研究力度，加强与
农业农村局、就业局、农担公司等单位
合作，致力于缓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先后推出“乡村振兴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创业担保贷”“商户信用贷”等
系列信贷产品，全方位满足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需求。同时，该行持续加大
普惠金融支持力度，降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融资成本。并采取了精简手续、优
化流程、限时办结等一系列有力举措，
提升客户获贷体验感。

张宏平 邹莉娟

沁水农商银行

优化个体工商户融资环境

新沂农商银行

让客户经理成为“乡村振兴领头雁”

苍溪农商银行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发展动力

今年，浙江浦江县全面开展全域
旅游“微改造、精提升”工作，为拓宽文
化和旅游企业融资渠道，浦江县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与浦江农商银行联
合推出“微改易贷”专项贷款，积极发
挥行业引导和金融支持的双重效应，
全面助力县域文化和旅游发展迈上新
台阶。

据悉，“微改易贷”主要适用于旅游
休闲业、旅游度假区、酒店、民宿等场所
开展的“微改造、精提升”工程。该项目
最高贷款额度达500万元，手续简便，可
发放信用贷款，实施优惠利率政策，年

利率最低可低至3.85%。“该贷款产品有
利于解决文旅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
题，更好地打造秀美浦江的旅游环境。”
浦江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旅游科
科长黄清清介绍。

近年来，浦江农商银行不断创新金
融产品和服务机制，相继推出“民宿贷”

“微改易贷”，支持县域文旅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浦江县内共有民宿企业 117
家，浦江农商银行已支持相关企业和经
营主 41 户、金额达 1622 万元，为实现

“文旅强县”注入金融“活水”。
黄楷杰 金健宇

浦江农商银行

创新信贷产品助力文旅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