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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平农商银行调研小队赴重安镇代支村落群沙田组了解春耕备耕情况图为黄平农商银行调研小队赴重安镇代支村落群沙田组了解春耕备耕情况。。

今年以来，在稳健的宏观货币政策
下，贵州农信突出支农工作重点，把支
持春季农业生产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坚
持早行动、早安排、早落实，大力筹集资
金，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改进金融服务，
全力支持春耕备播。截至 3月 5日，贵
州农信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36.25万
户、金额 212.82亿元（其中：累计发放个
人春耕备耕贷款 202亿元、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10.82 亿元，累计发放种子贷款
16.83亿元、化肥贷款 6.31亿元、农药贷
款 3.84亿元、农资贷款 21.15亿元；支持
了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94.69亿
元、支持500亩坝区贷款42.87亿元），有
力缓解了广大农民春耕生产资金紧缺
的难题。

面对今年初贵州省持续的寒潮天
气，贵州农信紧缩非农贷款，对春耕生

产资金早安排，早布置，做到“四个到
位”，确保资金发放。2月中旬，贵州省
农信联社就下发了关于做好春耕备耕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文件，要求各行社积
极行动，突出贷款投向，进一步支持贵
州 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坝区农业
春耕备耕信贷需求，加大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题支持力度；各行社成立专门的春
耕信贷调查小组，从去年 12月份开始，
采取发放调查问卷、上门走访等多种形
式，深入各行政村，调查农业生产结构
调整情况，摸清农民春耕生产资金余
缺，合理分配信贷投放指标，对春耕资
金早安排、早发放，确保不误农时。

为确保支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贵
州农信指导各行社抓住元旦、春节期间
资金回笼和打工人员返乡的有利时机，
大力开展存款组织活动，提高柜台、柜
外服务质量，加大攻关力度，千方百计
筹措春耕支农资金。同时，贵州农信适
时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壮大支
农资金实力，为支持春季生产提供强有
力的资金保障。

为优化金融服务，贵州农信推行

客户办贷限时办结制度，简化贷款手
续，扩大贷款审批权，开辟春耕信贷

“绿色通道”，对农户购买农膜、化肥、
农药、种子、农机具等春耕生产物资优
先发放，确保春耕资金及时到位。同
时，贵州农信采取在营业室张贴公告、
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公开贷款种类、期
限和利率，公开信贷操作程序、承诺办
理时限以及服务热线、投诉电话等，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

为提高涉农贷款精准度，在贷款投
向上，贵州农信对春耕所需化肥、农药、
种子、农机具资金供应优先，对农田基
本建设资金优先安排，对科技兴农项目
资金优先满足，对农业生产化资金优先
发放，保证了春耕生产资金供应。同
时，贵州农信落实春耕贷款发放责任，
部分行社实行小额农贷与分片包村信
贷人员“三包一挂”责任制度，即包发
放、包管理、包收回、绩效工资与相关信
贷资产质量和数量挂钩，在做好春耕贷
款发放工作的同时将贷款风险降到最
低点，实现支农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共
同提高的目标。 省联社供稿

眼下正是春耕春播的关键时节，贵
州省农信联社黔东南审计中心指导辖内
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在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巧抓“早、准、快、
暖、转、存”，全力做好春耕春播金融服务
工作。

抓好“早”字，提前安排部署。黔东
南审计中心高度重视春耕备耕工作，年
初就要求 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要高
度重视春耕春播金融服务，提前摸清市
场需求情况，分类制定服务方案，确保
支农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到早安
排、早部署、早落实。

抓好“准”字，确保贷款投向。黔东
南审计中心督促指导辖内 16家农商银
行（农信社）建立资金需求档案，提高信

贷资金投放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重点加
大对 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农户购
买种子肥料、牲畜家禽、生产资料、运输
工具等春耕春播相关物资的投放力度，
确保不误农时。截至目前，黔东南农信
辖内 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发放的农
户贷款较年初增加了 3.6 亿元，余额为
369.3亿元。

抓好“快”字，为春耕春播抢时间。
为做好春耕春播金融服务，黔东南审计
中心督促指导辖内16家农商银行（农信
社）开设了专门的“春耕春播”窗口，从
受理、调查、审查、审批、放贷等各环节
优先办理、优化流程，保证不耽误农时；
春耕期间坚持“早开门、晚关门”，延长
工作时间，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

抓好“暖”字，提供优质服务。黔东
南审计中心还指导辖内 16家农商银行
（农信社）充分发挥农信社“方便、灵活、
快捷”的优势，以信用工程和“金融夜
校”为抓手，主动进村入户开展“大走
访”，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的金融服务；
在走村入户过程中，根据农户需求，实
时调整农户授信额度，让农户有充足的
资金春耕春播。截至目前，黔东南农信
辖内 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已经开展

“金融夜校”700余场，惠及2.2万人。
抓好“转”字，提供线上服务。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前提下，黔东南审计中心指导
辖内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加快转型升
级，加大线上金融服务力度，着力推广“便
民快贷”“黔农e贷”等无接触金融服务；在

授信期内，农户通过手机自助循环使用贷
款资金。截至目前，黔东南农信系统辖内
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便民快贷”贷款
余额为6.58亿元，较年初增加了8199万
元；“黔农 e贷”贷款余额为100.35亿元，
较年初增加8.32亿元。

抓好“存”字，保证资金充足。为保证
春耕春播的信贷资金需求，黔东南审计中
心督促指导辖内16家农商银行（农信社）
充分运用现有各种金融工具和产品，加大
营销力度，线上线下组织存款。同时，部分
农商银行（农信社）还积极主动向当地人
民银行争取再贷款，确保春耕春播资金充
足。截至目前，黔东南农信辖内16家农
商银行（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为685.5亿
元，较年初增加了36.35亿元。 吴兴芝

人勤春来早 百事农为先
——黔东南农信全力做好春耕春播金融服务

时下，春回大地，正值农村春耕备耕
的黄金时节，为有效帮助农户做足农资农
具采购，加快春耕备战生产，贵州省德江
县农信联社引导辖内客户经理积极树立

“走出去，迎进来”的工作思路，通过“走千
企进万村”，以信用工程推广为契机，实地
了解农业企业及农户金融服务需求，助力
农业农村生产发展稳定有序开展。

“感谢你们及时的资金支持，才让
我渡过了这个难关”。日前，在复兴镇

云山春茶叶种植基地，企业负责人杨伟
拉着德江县农信联社复兴信用客户经
理的手激动地说道。这已经是 2021年
该信用社客户经理进行的第三次金融
服务需求回访调研了。该茶叶生产基
地占地面积 470亩，年产值达 150万元，
2021 年初获得了德江县农信联社复兴
信用社50万元的信贷资金支持，是德江
县农信联社金融服务的重点支持企
业。在年初的金融服务需求大走访活

动中，复兴信用社客户经理实地走访了
辖内农业生产相关的企业及农户，调研
春耕备耕资金需求，通过小微企业建档
评级及农户信用工程现场办理，及时为
他们送去了金融“及时雨”。

为将优质的金融服务送到客户手
中，及时解决客户信贷资金需求，助力企
业及农户农耕生产，该联社基层客户经理
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方案，以信用工
程推广为契机，及时抢抓春耕备耕资金需

求有利时机，深挖市场潜力，深耕客户基
础，通过认真开展金融服务大走访活动，
增强了客户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及认可
度，同时也拓宽了客户营销渠道，进一步
增强了金融服务能力。截至3月10日，该
联社已累计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走访
243人次，金融信贷支持企业61家，信用
工程推广累计新增客户5376户，新增授信
金额2.68亿元，实际用信金额2871万元，
充分发挥了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 马军

德江联社“走千企进万村”

推广信用工程助力农耕生产

年初以来，贵州遵义农商银行认真
贯彻落实省联社及遵义审计中心工作
安排部署，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扎
根农村、服务“三农”，扎实开展“春天行
动”，及时掌握了解当地春耕备耕金融
需求，准确把握农民、农业、农村发展动
向，提高支农服务水平。

工作中，遵义农商银行本着“早安
排、早部署、早落实、早见效”的工作思
路，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着力解
决春耕备耕的资金缺口，通过降低贷
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确保春耕备耕
有序开展；发挥“方便、灵活、便捷”的
贷款服务优势，及时为广大农户朋友
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综合金融服
务和支持。同时，遵义农商银行着力
办好“金融夜校”、客户座谈会、厅堂营

销沙龙交流会，“三个会”的宣传工作；
做好固化网点提升厅堂营销、客户经
理和柜员内外联动营销、支行——支
部——总行全员营销，“三个营销”的
业务工作；升级打造“村村通”、信用工
程、客户经理队伍（按照省联社要求今
年该行客户经理队伍将达到 30%占
比），做好“三个升级”的金融服务工
作；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助推各项业务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截至2021年2月28日，遵义农商银
行各项存款余额较年初上升 17 亿元；

“黔农云”新增绑卡客户数2.81万户，新
增线上贷款签约客户数4465户；各项贷
款余额较年初上升3.01亿元，为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实现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作出了积极贡献。 雷倩

遵义农商银行开展“春天行动”

加大信贷投放提高服务水平

当前正是春季生产关键时期，为满
足广大农户春耕备耕资金需求，贵州龙
里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立足当地，把
支持春耕备耕作为全行工作的重头戏，
成立领导小组，开设春耕信贷资金“绿色
通道”，优化信贷服务、简化贷款手续、加
快审批速度，确保信贷资金及时发放。
同时，该行筹备3亿元资金，确保满足广
大农户生产需求，为春耕备播保驾护航。

为提高春耕备耕工作服务质量，龙
里农商银行以各党支部书记带领支部
信贷人员，组建“支农特别服务队”，通

过采取坝区优惠、大户优先、农户优质
的工作服务方式，按照线上线下多种形
式，为农田耕种、刺梨、蔬菜、辣椒等县域
特色农作物种植，春茶采摘的农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农业
经营主体带去金融支持；并成立了以总
行纪委书记为组长、纪检及稽核监察负
责人为成员的春耕备耕工作监督小组，
督促网点及时将信贷资金发放到农户手
中，解决农户燃眉之急，不误农时。截至2
月末，龙里农商银行已投放春耕贷款
6921.17万元，惠及农户1760户。 罗斌

龙里农商银行筹备3亿元资金

为春耕备播保驾护航

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持
续增强服务“三农”、民营和小微的能
力，助力全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自
年初以来，贵州省盘县农信联社在全辖
开展“2021年金牛奋蹄·踏春献礼‘开门
红’”行动，引导全辖各网点聚集各类资
源，抢抓春节前后的黄金机遇，苦干实
干，加大业务拓展力度，奋力夯实城区
和农村两大基础市场。

结合“开门红”行动方案，盘县农信
联社各信用社积极对接地方党政和村
支“两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前掌

控春耕生产资金需求情况，根据农户偿
债能力、收入情况和资金需求实际，完
善农户经济档案，及时调整授信额度，
确保春耕期间正常合理信贷资金需求。

工作中，盘县农信联社积极做好春
耕备耕期间信贷投放工作，通过“线上+
线下”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产品积
支持农户购买种植肥料、牲畜家禽、生
产资料、运输工具等用于春耕备耕相关物
资。同时，该联社大力支持地方特色产
业的春耕备耕信贷资金需求。截至2月
末，该联社共计向十二大特色产业投放信
贷资金4.32万笔、金额11.23亿元，其中投

放蔬菜类种植贷款7122笔、金额1.89
亿元；生态畜牧业养殖贷

款 3.61 万笔、金额
9.36亿元。

许星引

盘县农信联社增加授信额度

满足农户春耕信贷需求

近期，贵州毕节农商银行田坝桥支
行组织客户经理深入辖区田间地头，及
时掌握农户信贷需求，通过“移动展业”
设备开展上门服务，让金融服务实现

“零距离”，为辖区农户播撒金融“及时
雨”，解决农户春耕生产资金难题。

“春耕深一寸，可顶一遍粪。春耕
不肯忙，秋后脸饿黄。”村民聂先生满怀
感激地对笔者说道。日前，田坝桥支行
工作人员通过“移动展业”设备，在聂先
生家中为其办理了贷款业务，保障了聂

先生春耕生产资金及时到位。
据悉，田坝桥支行将支持春耕备耕作

为服务“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认真
落实“需求早调查、授信早核定、资金早筹
措、计划早安排、贷款早投放”等措施，全
力保障各类涉农主体的春季农业生产金
融需求；对春耕贷款按照“随来随办、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原则，权限内的贷款
当日即可发放，切实支持村民及早储备
化肥、籽种、农药、地膜及抗旱生产等农
机设备，确保春耕生产顺利推进。 邓成

毕节农商银行田坝桥支行播撒金融“及时雨”

解决农户春耕生产资金难题

编者按：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开春以来，贵州省全面拉开春耕备耕序幕，田间地头处处上演着繁忙景象。办田、育
秧、春播……辛勤劳作的人民、穿梭的农机与生机勃勃的大地，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美丽的春耕图。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当下，为全力助力春耕备耕，贵州省农信机构不忘地方金融支农主力军的使命和担当，坚持疫情防控和支持春耕备播“两手抓”，
牢记服务“三农”己任，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畅通金融服务渠道，优先安排信贷资金，加大金融供给，支持农民购买农药、化肥、种子和各类农
机具，为春耕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强金融保障。为此，本报现推出贵州省农信机构支持春耕生产的专题报道，敬请垂注。

开春以来，贵州息烽农商银行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全县10个乡镇、161个
行政村，第一时间掌握春耕资金需求，精细化制定春耕生产支持计划，合理
安排发放支农资金，为农民春耕备耕助力。截至目前，该行已走访对接农户
4000余户，投放信贷资金2.98亿元，为春耕备耕引入了金融“活水”。图为该
行工作人员为农户讲解如何使用手机办理贷款业务。 何阳

近段时间，贵州望谟农商银行主动作为、抢抓先机，大力做好春耕备耕相关
工作，推动落实“田埂上的金融”，深入到望谟辖内种植养殖基地了解春耕备耕金
融需求，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截至目前，该行累计投放1.15亿元用
于支持春耕备耕，其中 1.14亿元用于支持辖内农户种植，1000万元支持辖内个
体工商户用于农资经营。图为该行员工调研种植户资金需求。 王漂

近年来，樱桃、核桃种植等特色项目已成为贵州省镇宁县辖内农民增收
致富的主要产业，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镇宁农商银行坚守服务“三
农”市场定位，加大倾斜政策、优化流程，积极投放信贷资金支持农户春耕备
耕。自年初以来，镇宁农商银行已累计投放支持农户春耕备耕信贷资金共计
4693笔、金额2.36亿元。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实地了解农户信贷需求。 胡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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