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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南省信阳市农信办扶贫工作人员一行4人深入定点帮扶村光山县凉亭乡石盘冲村开展春节慰
问。新的一年，信阳市农信办将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加大工作力度，分类调整优化，实现帮扶村稳定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图为信阳市农信办工作人员深入定点帮扶村开展春节慰问。 刘相生 曹双双

黎川农商银行

举办整村授信签约活动

近日，江西黎川农商银行在潭溪乡
河溪村、宏村镇丁路村接连开展两场整
村授信小集中签约活动。活动现场，该
支行行长介绍了整村授信主产品“家庭
备用金”，同时为客户下载手机银行，指
导手机银行各项操作流程。据统计，两
场小集中签约活动共计签约30户，授信
金额 242万元。2021 年，黎川农商银行
将持续推进整村授信工作，陆续推出小
集中签约活动，为广大农户致富带来实
实在在的帮助。 尧芬

南通农商银行多措并举

普及《民法典》知识
新年伊始，《民法典》正式实施，江

苏南通农商银行迅速启动“学法用
‘典’合规进行时”系列行动方案，通过
采取建立“直属+派驻”法务人员团队、
开创特色化宣传平台、启动网格化普法
模式等举措，强化《民法典》在全行深入
实施，进一步助推合规银行建设落地。

《民法典》颁布以来，该行领导高
度重视，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工作小组
和督导小组，把学习《民法典》列为年
度第一必修课。同时，组织开展线上
线下热点问题专场解读、制度流程再
造、合同文本梳理等工作，通过“普法
科普+风控防范”，推动实现风险防范
全覆盖。

面对《民法典》施行这一专业性极
强的工作需求，组建一支专业化法务
队伍迫在眉睫，该行向全行具有“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发布“招募令”，
最终选拔 7名人员组成法务团队。该

团队采取“4+3”模式运行，由 4名法律
合规部直属法务人员和 3名其他条线
派驻人员组成，为充分发挥组员各自
专业特长，特开通与各条线对接专线
通道，点对点提供法务咨询与支持。
同时召集南通所辖地区农商银行合规
管理人员开展首场交流讨论会，通过
多机构、跨部门协同管理，驱动依法治
行、合规经营。

为进一步提高行内员工和社会公
众的法律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该行唱响《民法典》宣传“四重曲”，奏
出普及《民法典》最强音。一是借助该
行手机钉钉平台，每日定时推送“掌上
民法典”，每周组织小测试，通过学习，
将《民法典》入脑入心。同时，依托OA
平台“合规文化苑”发布“民法典十
讲”，每周一主题，深入系统解析法律
条文，帮助全员准确理解《民法典》重
点。二是积极发挥网络辐射作用，在

该行金贝APP、电子银行、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进行普法和有奖竞答宣传，以
辖内 82家支行为传播载体，利用厅堂
阵地，通过“标语展示+厅堂服务”体现

“小阵地”发挥“大作用”。三是面对
《民法典》施行后，银行借款合同是否
可以继续沿用这一突出问题，该行率
先召集外部权威律师及专业人士，以
2021年1月1日为“分水岭”，针对不同
客户不同情形，分段式区别执行，既保
护了银行利益，又维护了客户群体消
费者权益。四是结合法律“十进”活
动，以全行 7个片区为单位，由各片长
为网格区域负责人，联合当地村委举办

“普法+说法，平安惠大家”党建联建主
题党日活动，为村民送上法律关爱；以

“大学生金融节”为契机，携手当地人民
银行走进校园开展普及“校园贷”“套路
贷”等形式多元的普法活动，畅通践行
学习宣传“最后一公里”。 鲍颖专

四子王旗农信联社

召开党建专题学习研讨会

近日，内蒙古四子王旗农信联社党
委召开“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专题学习研讨会。会上，该联社党委书
记、理事长贺兰英提出，要加强党建品
牌建设，做到目标相融、过程相融、结果
相融，把党建工作延伸到各营业网点，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推动新时
代四子王旗农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努力打造
行稳致远的健康银行。 周瑞

吉县农商银行东城支行

开展“网点红靓化”工程

山西省吉县农商银行东城支行紧
抓新春有利时机，开展“网点红靓化”
工程。通过装扮和美化网点环境和运
用多种“接地气”宣传方式，向目标客
户发布新产品、新服务、新活动等信
息，让“网点红”带动“业务红”，为首季

“开门红”业务增长添动能。截至目前，
该支行营销存款 1746万元，贷款 486万
元，发放社保卡402张，绑定微信银行99
户，手机银行 102户，“晋享 e付”活跃商
户134户。 曹泽霖

三穗农商银行

拓展客户积分业务

为深入贯彻《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客户积分计划管
理办法（试行）》，贵州三穗农商银行市
场营销部负责人一行深入县域各商铺、
超市积极洽谈积分业务合作事宜。该
行采取加强宣传支“普及招”，主动服务
支“满意招”，强化管理支“严实招”，围
绕积分业务的生成规则和积分使用向
客户讲解积分获取和生成规则、有效
期，让积分抵得放心，让消费者花得舒
心。截至目前，该行市场营销部共走访
大型超市 3家，小型商铺 7家，均有意向
达成积分业务合作。 杨荣颖

安泽农商银行

推出“粮通贷”产品

前不久，刚拿到“粮通贷”贷款的山
西省安泽县良马乡边寨村收粮大户杜
某非常开心，这是安泽农商银行今年为
了专项扶持粮食收购商开展的一项专
项金融普惠活动，活动推出短短两周，
该行发放 11 笔 310 万元。该行推出的

“粮通贷”授信额度与粮食收购商户贡
献度、忠诚度挂钩，信用贷款最高额度
达 50万元，担保贷款最高额度达 200万
元，为有效解决粮食收购商户贷款难问
题探索出一条新途径。 周云

安乡农商银行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日前，湖南安乡农商银行启动“农
商送温暖·关爱困难户”走访慰问活动，
总行党委班子成员、联点部室经理与各
支行负责人一同深入到全县 12 个乡镇
171个村（社区），为832名困难户送上春
节生活物资，累计投入 10 万元购买大
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今后，安乡农
商银行将继续围绕“建设有温度的百姓
银行”发展愿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传
递爱心文化，为安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李雄

延边农商银行

暖心服务获赠锦旗

近日，一位企业法人客户赵先生将
一面“高效规范办实事，热情贴心为企
业”的锦旗送到吉林延边农商行营业
部，对该行员工李佳晨贴心服务表示高
度赞扬。据了解，元旦期间，赵先生不
慎将企业网银U盾丢失，李佳晨接到赵
先生电话后，及时为其办理了企业U盾
挂失业务。赵先生对该行人性化服务
盛赞有加，冒着大雪再次来到该行，将
锦旗亲自交到该行员工手中，书写了一
篇“银企”同心的暖心故事。 王丽红

宜兴农商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陕西信合富平县农信
联社践行“金融扶贫攻坚、信合一马
当先”使命，积极当好金融扶贫的排
头兵。

该联社“谋”在细处，不断完善制
度，建立金融扶贫信息库，加大督导检
查力度，定期对全县信用社金融支持
扶贫工作进行调研，加强考核，对金融
扶贫工作推进扎实有效的信用社和个
人予以表彰奖励，对不能落实金融扶
贫要求的信用社全县通报批评，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确保扶贫工作各

条线衔接到位顺利开展。
该联社“干”在实处，积极创新，大

力支持发展生产脱贫、开展教育脱贫
工作；“扶”在深处，做实帮扶不懈怠。
薛镇下沟村位于富平县西北 35 公里
处，下辖五个村民小组，共 436户 1836
人，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0户 57
人。其中，低保户 8户 22人、五保户 5
户 5人、一般贫困户 7户 30人。经过 5
年的持续帮扶，村级建立了幸福院、卫
生室、水泥路、文化广场，安装了照明
设施及通讯宽带，群众安居乐业，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2017 年脱贫 9 户 38
人，2018年脱贫5户13人，2020年脱贫
6户 7人，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帮扶的下沟村如期脱贫摘“帽”，现
行标准下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消除
了整体贫困，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该
联社党委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进取，真抓实干，进一步加大小额农
贷、扶贫贷款的投放力度，用足用好各
项政策，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服务
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张栋

2020 年，湖南临澧农商银行安全
保卫工作围绕“标本兼治、预防为主、
惩防并举”总方针，努力把安防工作做
得更细、更实、更稳，实现了全年“双
零”目标。

该行强化培训，建立辅导机制；强
化职能，建立监督机制；强化演练，建立
应急机制。筑牢一道严防线，人防配备
到位，制防落实到位，物防整改到位，技
防改进到位，群防宣传到位。充分激发
基层支行安防工作的主观能动性，每季
度下发通报文件，点评支行安全保卫工
作，挖掘亮点，并在全行复制推广。

该行打好一套组合拳，坚持“检查+
排查”齐发力，落实“整改+问责”同发
劲，全年累计发现问题 11个，已整改 11
个，整改率达 100%；落实问责制，对违

规违纪的人和事实行“零容忍”，对于查
处的各类问题坚持重拳处罚不手软；织
密一张平安网，开展“抓民调、创满意”
和平安创建工作，把全面推进平安建设
工作统一到打好防范风险攻坚战、推动
农信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高
度，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平安创建
工作小组，层层签订《平安家庭承诺
书》，实行严格考核，抓好责任落实。该
行被评为临澧县 2020年度平安建设先
进单位。

2021年，临澧农商银行安全保卫工
作将紧紧围绕“控案防险”为目标，坚持

“以防为主、以查促防”，打造全市标杆
性营业网点和监控中心，稳步推进农村
网点金库异地远程值守，为临澧农商银
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叶柯岑

临澧农商银行标本兼治

筑牢安全保卫防线

黄大姐是广西从江县停洞镇一家
粮油批发杂货铺的老板娘，家住从江农
商银行停洞支行附近，是农商银行的常
客，但最近半年却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黄大姐经常带着面额大小不一的
零散钞票到银行柜面办理存汇款、转账
等业务，每笔业务都亲自来，有时急了
系着围裙、满身面灰、抱着孩子就往银
行跑，而且她在柜台办理的外行汇款、
转账业务都会产生一定的手续费，另外
银行工作人员整理她的散钞需要花费
较多时间，既费事费时又费钱，停洞支
行的工作人员建议她用手机下载安装
贵州农信“黔农云”。“黔农云”操作简
单，查询、转账没有手续费，随时随地可
办理非现金业务。

为增加客户体验感，银行员工利用

下班时间亲自到黄大姐的店里手把手
引导她安装使用“黔农云”。黄大姐感
叹道：“真方便，不收手续费，不用跑银
行，感谢你们上门服务。”从此，就难得
在银行看到黄大姐了。

类似黄大姐这样的故事在从江农
商银行每天都会发生。虽然都是日常
生活小事，却蕴含着从江农商银行服务

“三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不懈努力
和辛勤付出。

近几年，从江农商银行加强科技支
撑，以“黔农云”平台为抓手，配套加入

“黔农e通”“云典”大数据等线上业务软
件，围绕提升客户“体验感、获得感、幸
福感”，不断优化服务方式，改善人们使
用金融工具的习惯和生活水平。

满益贵 杨永刚

从江农商银行推广“黔农云”

提升客户办理业务效率

2020年下半年，四川邻水农商银行
推行整村授信活动。该行先后出台《关
于村（社区）目标客户筛选与预授信工
作的通知》、《关于规范目标农户授信工
作的通知》、《关于纵深推进“村村授信”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定下“规矩”，三农
业务部必须定期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
开展情况汇报，各挂包部室必须定期到
自己挂包的支行协助开展工作，各支行
行长和客户经理必须要走村入户开展
工作。

常态化汇报带来常态化督导，三农
业务部担起日常督导的重任，创新推行

“旬报”制度，对各部室、中心、支行的工
作开展情况每旬通报一次，对连续三次
黄旗机构负责人采取组织措施。督导
仅开展了一次便显现出应有的效果，各
挂包机构每周到基层协助开展工作达
到 2个工作日，各支行行长和客户经理
积极进村入户开展工作，每月累计进村
入户时间分别达到 5 个工作日和 10 个

工作日，形成“直接进村入户、着力解决
问题、促进内外沟通协调”良好局面。

短短 4个月，整村授信工作就取得
了累累硕果。2020年 9月-12月，该行
通过走访了解，对7400户农户进行了预
授信，授信总额 6.22 亿元；通过“乡情·
创业贷”“乡情·务工贷”等产品发放贷
款 2010笔，金额 1.73亿元，大力支持了
农户创业。

2020年，邻水农商银行累放涉农贷
款 32.02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 54.76 亿
元，比年初增加7.5亿元；普惠涉农贷款
余额 21.51亿元，较年初增加 2.63亿元，
增速达 13.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0.05
个百分点，实现“一个不低于目标”。

近年来，邻水农商银行 38 个农村
网点占县域农村网点总数的 67.86%，
投放了全县 68%的涉农产业贷款、80%
的农户贷款、97%的扶贫小额信用贷
款，以实际行动展现了邻水人民自己
的银行形象。 冯杰

邻水农商银行定制度立规矩

推进整村授信进村入户常态化

近年来，河北文安农商银行整合金融
便民服务资源，构建新型支农体系，用实
际行动解开乡村振兴金融支持的服务密
码。该行融合“创新产品+普惠金融””金
融资源+民生服务”双元素，以金融科技、
普惠金融、支农支小、整村授信为着力点，
支持探索农业与旅游、养老、健康、信息、
文化、加工流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模
式，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该行采取有力举措，帮助民营企业
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融资困难，支持了一
大批涉农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为美丽
乡村建设“点睛”；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工
程，推行“阳光信贷”“农商贷宝”“下岗
就业人员贷款”；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采取优先安排资
金、优化授信额度、优惠贷款利率等差
异化信贷政策，确保绿色信贷足额投
放；完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绿色
信贷机制，充分保障对家庭农场、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的信贷资金支持；采
取优化用信流程、创新用信方式、拓宽
用信渠道等多种方式，建立方便客户用
信制度，在授信额度内的信贷资金可直
接使用；大力推广“农商行+商会+企
业+农户”的“行业商会担保”贷款模式；
持续做好送金融知识下乡等活动，优化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座谈会、推进
会等多种联动形式深化“银政”合作，为
农村客户群体架起以“信”引“贷”融资
桥梁。 张艳娟

文安农商银行以“信”引“贷”

解锁乡村振兴“金融密码”

“谢谢宜黄农商银行近年来对我的
不断帮助，让我家过上了好日子！”江西
省宜黄县梨溪镇官坪村村民吴明标兴
奋地说道。

吴明标是官坪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家种植一些农作物，养了两头
猪，收入微薄，生活困难。扶贫政策的
广泛宣传使他有了扩大养猪规模的想
法，但困于没有启动资金，只好作罢。
此时，正值宜黄农商银行深入推进常
态化“四扫”，同时要求客户经理加大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走访摸底，该行
客户经理了解到吴明标的想法后，立

即进行现场调查，建议他利用附近空
置的低矮老房改做养猪场，并根据他
的情况做了需求摸底。经过后期调
查，吴明标信用良好，符合办理扶贫小
额贷款的条件，第二天，该行就为吴明
标办理了 3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就此，
吴明标的养猪计划开启。

吴明标经过辛勤努力，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宜黄农商银行为了持续支
持他的养殖计划，为他增加贷款额度
至 5 万元。目前，吴明标已经养了 30
多头猪，年家庭纯收入近 10万元，实现
了脱贫。 邹国全

宜黄农商银行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帮助农户扩大养殖规模

近年来，江苏宜兴农商银行紧紧
围绕推进宜兴市高质量发展总目标，
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各项业务继续保
持了稳步发展态势，为宜兴产业强市
和乡村振兴注入了金融动力。

宜兴农商银行狠抓宜兴市重大项
目、优质企业信贷投放，对照重大项目
清单逐一开展对接沟通。2020 年 12
月末，该行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 50.03
亿元，市场份额占比为23.28%。其中，
支持市内重点项目 26个，授信总额达
到22亿元，比年初增加授信近6亿元，
有效支撑了宜兴市重点项目的深入推
进；组织开展“三访三增”“百行进万
企”等走访活动，持续加大对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的走访力度，信贷资产
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累计走访个体
工商户4.82万户，小微企业8455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1050户，截至 2020年
末，全行普惠型贷款余额 84.24 亿元，
比年初增加 16.53亿元；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创新推出“复工复产贷”线上
贷款产品，畅通企业申贷渠道，及时为
有资金需求、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提
供“资金驰援”，“复工复产贷”累计贷
款余额超过3.43亿元。

该行还围绕年度五级不良贷款控

制目标，集中优势力量攻坚有望盘活
的不良贷款户，挂钩落实责任，采取激
励措施，提升了不良贷款清降的实际
效果。截至 2020年末，该行五级不良
贷款余额和占比实现了“双降”，达到
了全年预期目标。

该行积极参与市政法委、市金融
办牵头的协调会，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通过转贷、平移等方式盘活风险贷
款。同时，在法院部门的有力支持下，
通过强制执行、司法拍卖的方式收回
表内表外不良贷款共计 8000多万元；
对存在逃废债行为迹象的企业，该行
主动配合政法委、公安、检察、法院等
机构采取教育引导、民事诉讼、刑事打
击等举措，为宜兴金融环境不断优化
贡献了力量；配合政府解决平台贷款
融资模式调整问题，该行与宜兴市新
组建的五大产业集团逐一开展对接，
逐步开展了业务。

宜兴农商银行以客户需求为引
导，积极开展产品创新，继续参与“宜
兴市中小外贸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池”扩建建设，并有针对性的推出“外
贸贷”信贷产品，对纳入市商务局推荐
的备选中小外贸企业名单库的企业提
供低成本融资产品。同时，召开信用

产品发布会，推出普惠信用贷款产品
和发布企业信用贷款库。此外，还上
线了电子社保卡，实现了社保卡线上
无卡支付的功能；对现有物理网点进
行优化整合，积极打造由1家旗舰型支
行、31 家综合性支行、26 家零售型支
行、13家智能型网点构成的全新网点
架构，不断提升网点服务效能，尤其是
重点提升18个乡镇中心支行分行服务
能力；积极投放智能化设备，已在全行
上线柜面无纸化操作系统，提升了客
户办理业务的便捷性；每个网点配备
STM智能自助柜员机，为有效分流柜
面压力提升客户体验奠定了基础；充
分利用网点多的优势，重点开展了“扫
黑除恶”系列宣传，并开展“3· 15”、防
金融诈骗等各类宣传近 300 场（次）。
此外，还通过重塑品牌形象，向宜兴百
姓推出全新的金融品牌——“万众金
融”，实现了品牌形象的提档升级。

今后，宜兴农商银行将在服务宜
兴经济发展方面，强化创新能力，不断
扩大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自身发展
方面，坚定向零售银行转型的定力，加
大信用风险管控力度，激发全员发展
活力，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宜兴人自
己的银行”。 崔小斌

富平县农信联社精准施策

当好金融扶贫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