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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农商银行

加强老年客户风险防范意识
前不久，江西石城农商银行组织

开展以“守住您的钱袋子”为主题的消
费者权益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该行
工作人员结合老年客户特点，以案释
法，讲解不法人员冒充公检法、谎称有
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等诈骗手段以及
如何识别应对等知识，提高老年客户
防范意识。此外，该行还联合石城县
公安局在全行 21 个网点设立了反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站，形成维护金
融消费者权益强大力量。 池勇平

万安农商银行

引导客户守住“钱袋子”
为提高人民群众金融知识水平和

风险防范意识，人行江西省万安县支
行、万安农商银行联合开展“以人民为
中心 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为主题
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该行在全县
18个网点同时开启宣传活动，重点聚
焦“一老一少”群体，告诫客户守住“钱
袋子”，引导青少年和在校生等年轻人
理性消费，谨防过度借贷。 胡晓栋

清镇农商银行

为特殊客户上门办理业务
近年来，贵州清镇农商银行以“服

务客户、成就员工，回报股东、回馈社
会”为使命，提升优质文明服务、金融
知识普及和特殊客户服务力度，维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该行对行动不便的
病残特殊客户坚持上门送金融服务，
通过上门办理授权委托等方式，解决
因病残无法到营业厅办理存折换折和
补卡支取农补等业务。 邓洪

永济农商银行

掀起学党史热潮
山西省农信联社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部署后，永济农商银行掀起“学党史
悟初心践行动”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
动热潮。该行制订了《关于在全行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利用党
建公众号等平台，线上线下学习相结
合，把党史学习与首季“开门红”、风险
资产清收、支持春耕备耕及整村授信
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为蹚出发展新
路提供强大动能。 谢军红 何红星

□ 本报记者 刘欣欣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正在加速构建，
推动绿色发展、构建美丽中国已经成
为共识。山东青州农商银行聚焦普惠
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将大力推广“光伏
贷”政策性贷款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普惠金融
的重要举措，着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促进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行业健
康发展。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发放光
伏贷款 1.8亿元，造福百姓 1365户，其
中当年新发放光伏贷款 1507万元，惠
及百姓151户。

强营销，找准客户痛点，精准发力，
靶向治疗。青州农商银行在整村授信
基础上实施驻点办公，持续打造“内外
结合”营销新模式，借助前期整村授信
数据成果，以驻点办公和网格化管理为
突破口，聚焦巩固基础客户、对接新增
客户、培育潜力客户三项重点工作，坚
持发扬“扫街查数”“走村入户”的“挎包

精神”，做小做散、做实做细、做优服务，
扎实推进普惠金融，提升精细化服务水
平。该行朱良支行组建移动厅堂小分
队，以东水渠村驻点办公为切入点，深
入对接客户，在走访宣传过程中，发现
该村部分村民有购买光伏发电设备的
意愿，但是苦于自有资金不足，这一想
法迟迟没能实现，便结合国家光伏贷款
产品政策，向村民精准宣传光伏贷款产
品，提高村民对光伏发电及光伏贷款的
优惠政策的认识，同时与光伏公司积极
对接合作，由光伏公司为用户提供担
保，并为村民提供上门服务，既帮助村
民解决了资金难的问题，又解决了光伏
设备服务的后顾之忧。

简手续，开通绿色通道，手续清
爽，办事顺畅。青州农商银行严格落
实“阳光信贷”“便捷信贷获得”要求，
实行客户经理“驻点办公”制度，严格
执行“331”限时办贷服务承诺，将柜台

“搬”到田间地头，将银行“开”到老百
姓的家门口。该行以“流动银行服务
车+移动智慧柜员机+移动终端”组合
方式，轮流进驻村庄、社区、商圈、企事

业单位办公，依托山东省农信联社智
慧营销系统，实现业务办理全流程无
纸化留痕，做到即来即办，办完即走，
一次成功。目前，该行办理光伏贷款
仅需提供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资
产证明、银行流水和银行卡六项资料，
贷款申请、银行卡开立、授信审批、贷
款发放等环节均可通过流动银行服务
车和移动终端办理，真正实现“人在格
中走、档在格中建、户户有服务、业务
不出村”的承诺。

优服务，提高办贷效率，当天放款，
只跑一次。青州农商银行转变“坐门等
客”老旧思想，转变服务观念，开通“村
庄金融服务直通车”，建立“上门服务、
集中办理、一次成功”的网格化服务新
模式，实现“服务速度”和“服务效能”双
提升，针对光伏贷款业务办理需求集中
的村庄，实行“客户经理+”包靠制度，员
工携带设备进村上门集约化办理业务，
建立当天受理申请、当天审批发放的零
延迟服务机制。目前，该行已经累计上
门办理光伏贷款970余户，从受理到贷
款发放平均耗时2.5小时。

青州农商银行推广“光伏贷”

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近日，山东兖州农商银行谷村支行流动服务队的员工携带便携式智慧柜员机来到兖州区白家店社区为群众
提供金融服务，仅用半天时间，就为该社区居民开通手机银行20多户，微信绑卡30多户，营销贷款意向客户2户，
并为多名老年客户办理了激活社保卡业务，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图为兖州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金
融业务。 刘品怡 王超

“二十年艰辛历程，企业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由衷感谢永福农合行！”
广西永福县堡里佳艺竹木制品厂胡老
谭老板逢人便夸。

佳艺竹木制品厂于 2001年创办，
至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该厂开张
时仅是一个占地 100多平方米的小厂
房、在广西永福农村合作银行堡里支
行借款 5万元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流动
资金、年销售额 30 多万元、利润三四
万元的小微企业。随着市场需求激
增，佳艺竹木制品厂不断提升产能和
产量，永福农合行与时俱进，及时安
排信贷资金，优先大力支持实体小微
企业和广大个体工商户，从 2001年的
5 万元、2010 年的 40 万元到如今的

120 万元贷款，佳艺竹木制品厂已发
展成为占地面积 3000平方米、年销售
收入 1500 万元、利润 200 万元、产品
远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优
秀小微企业。

佳艺竹木制品厂在脚踏实地的发
展壮大过程中，一直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全力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打赢脱贫
攻坚战，从2016年开始，每年招聘贫困
工人 20多人，并传授技能。俗话说的
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佳艺
竹木制品厂提升了贫困人员的就业技
能，并为他们创造了增收渠道，每年发
放扶贫工资 90 万元以上。到 2020 年
末，已累计为 90多个贫困家庭提供工
作岗位，脱贫率达 100%，并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8年初挂
牌创建就业脱贫车间，为脱贫户创造
了更多的增收途径。

作为基层农合网点的广西永福农
村合作银行堡里支行，近年来在行党委
统一部署下，充分发挥小额信贷“方便、
快捷、灵活”的产品特色优势，利用“党
员先锋贷”“幸福桂惠贷”“易”系列信用
卡等科技平台，遵照永福县委、县政府
和行党委2020年关于“党建引领+金融
先锋”助力乡村振兴的指示精神，持续
加大农业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尤其是加
大对脱贫产业的信贷扶持，取得了显著
成效。截至近日，该支行各项贷款余额
为18239.86万元，以一流的业绩提前向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覃国敏 廖飞

扬中农商银行

整企授信助力增户拓面
今年，江苏扬中农商银行开展了

“整企授信”“专业市场批量授信”业
务，实现高效批量签约。截至 3 月 7
日，扬中农商银行已累计为20家企业
的 1222 名员工给出预授信额度 8129
万元，已签约户数106户，签约合同金
额489.7万元，已有46户提款用信。下
阶段，该行将结合走访回访工作，为做
实“整企授信”“专业市场批量授信”业
务奠定基础。 鄂启峰 季晶晶

公安农商银行黄山头支行

落实“简单快”贷款理念
为提高办贷效率，湖北公安农商

银行黄山头支行客户经理随身携带
“贷款工具包”，贷款申请书、征信查询
授权书等资料随手可用，遇到客户需
要贷款时，现场填报资料，同时将征信
查询授权书等资料传送给支行查询，
对符合准入条件的客户，现场收集客
户资料、给出贷款额度，确保每笔贷款
调查与贷款审批时间间隔不超过半
天，真正将“农商微贷简单快”理念传
递给千家万户。 杨春艳 杨春霞

灵宝农商银行

开展反洗钱知识宣传
今年以来，河南灵宝农商银行认

真履行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并在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主街道、
广场及人流密集的区域设置咨询台，
分发宣传资料，通过一系列有力措
施，使广大群众对反洗钱工作有了更
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为优化良好的
营商环境、打造健康金融生态奠定了
坚实基础。 齐胜利

“我们育秧大棚基地顺利建成，离
不开农商银行农户小额普惠贷款的支
持。”面对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查的浙江
仙居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仙居县海辉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潘海滨感激道。

据悉，仙居县积极创建水稻绿色高质
高效示范县，推行集约化、绿色化、机械化
现代农业种植模式，全县共有0.77万公顷
基地，海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承包的80
多公顷绿色水稻种植基地就是其中之一。

仙居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
解到，今年该基地从“油菜—单季稻”种
植模式转为“早晚稻”两季种植模式，前
期基地育秧大棚已建成，要实现机械化、
现代化，后续还要购置现代化农业机械
生产设备还存在资金缺口。仙居农商银
行开辟春耕备耕、农业生产、现代农业等

“三优”通道——优先准入、优先审批、优
先支持，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第一时
间授信该合作社100万元。 罗利君

仙居农商银行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助推合作社育秧大棚基地建设

永福农合行发放信贷资金

加大产业扶贫支持力度

贵州省德江县平原镇坳田村在德
江县农信联社平源信用社的惠农金融
信贷资金的支持下，吸引了更多外出务
工村民参与到养牛事业中来，全村实现
了以村支两委带头养、养殖大户分户集
中养、农户入股享分红的目的。现在坳
田村养殖园区入驻养殖户13户，园区肉
牛存栏量 600头左右，目前园区正在筹
划二期扩建工程，建成后的园区可实现
养殖肉牛800头。

平原信用社对入驻园区的 13个养

殖大户进行了风险评估与经营效益评
估，对园区内养殖户进行集体授信审
批，13户养殖户综合授信额度达 500万
元，目前贷款余额为430万元，为养殖户
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后盾。

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在平原镇坳
田村养殖园区调研时强调，要巩固住提
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成果，稳定龙头企
业和合作社，强化与农户利益联结，确
保产业持续更好发展，让群众稳定增收
持续受益。 马军 周昆

德江县农信联社平原信用社集中授信

为养殖园区农户提供资金后盾

今年以来，河南新蔡农商银行通过
“制度引领、加强走访、优化服务”持续
推进整村授信工作。截至 2月末，该行
已与 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和 274个行
政村党支部签订共建协议，共授信8942
户，金额 5.20 亿元；用信 3725 户，金额
2.13亿元。

该行印发了《新蔡农商银行“党建
共创·普惠金融”整村授信竞赛活动实
施方案》，制订了《新蔡农商银行整村授

信客户经理日常行为管理办法》，以定
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对弄虚作
假的情况严厉打击，确保“打造一个，成
功一个”。

该行还推出“兴农贷”“富商贷”“润
薪贷”“快易贷”四款信贷产品，同时充
分发挥 197名客户经理“人熟、地熟、情
况熟”纽带作用，推动“整村授信”、业务
营销、金融知识宣传进村入户。

赵滢 刘玉珂

新蔡农商银行依托党建共创

优化服务推进整村授信

山西乡宁农商银行全面落实“强
信念、强技能、强服务、转作风”专题
教育和竞赛活动要求，组织开展“三
强一转”系列活动。该行通过采取

“日常练、定期测、集中比”等形式，组
织开展业务培训、技能训练，提升员
工业务技能水平；通过推进柜面人
员、客户经理、财务、审计、风险、资金
等岗位持证上岗等级管理、薪酬差
异，激发员工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
积极性；打造软硬件旗舰标杆网点，
为客户研发量身定制、适销对路的金

融产品；积极开展“三换位、三体验”
换岗体验工作，促进厅堂服务、柜面
服务和外拓营销全面“重塑重建”；实
行“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首问
负责制”，开展服务定向评价，让服务
更高效；借助省联社“一卡四平台”，
增添智慧柜员机、智能快柜等设备，
将 80%的业务向自助机具转移，提高
电子替代率。

该行通过开展“三强一转”竞赛活
动，提升了干部员工的业务水平、服务水
平和技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赵新平

乡宁农商银行开展“三强一转”竞赛活动

提升业务水平激发工作动能

宁陕农商银行

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
3月 15 日，陕西宁陕农商银行开

展“以人民为中心，增强金融消费者获
得感”为主题的消费者权益宣传活
动。据统计，当日该行所属12个营业
网点出动人员30余名，设置宣传点10
个，悬挂过街横幅、LED 显示屏滚动
播放宣传标语、发放各类宣传资料，现
场受益群众 900 余人，营造了浓厚的
宣传氛围。 苏东

近年来，吉林敦化农商银行持续加
大对生猪生产养殖信贷支持力度。该
行采取建立养猪户台账、建档评级授
信、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批和低利率
放贷等方式，使全市 300多户生猪养殖
户贷款得到精准滴灌。

去年夏季猪肉行情回暖后，敦化农商
银行组织各支行对养猪户开展调研走
访。秋梨沟支行行长宋健说：“从去年5

月开始，支行就针对秋梨沟镇乡养殖户挨
个上门走访，及时为养殖户提供信贷资金
支持。截至目前，秋梨沟支行贷款扶持了
11户，金额近200多万元，及时解决了养
猪户因饲料涨价造成的资金短缺难题。”

两年多来，由于敦化农商银行服务
到位，敦化市生猪产能稳步扩大，市场购
销两旺，经济效益好，呈现出生猪养殖户
积极归还到期贷款新气象。 陈秀国

敦化农商银行开通绿色通道

保障生猪养殖信贷供给

河北省盐山县农信联社作为扎根
本土、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机构，主
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下沉重心，深耕
细作，激活发展源头活水，以更有效的
服务方式、更集约的服务效率、更灵活
的应变能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有力
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 2月
末，该联社涉农贷款余额 29.82 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59.66%。

聚焦主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盐
山县农信联社坚持回归实体本源，聚焦
主责主业，把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与坚持
支农支小、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
业发展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着力围绕

“三农”、小微领域，以支持现代农业、特
色农业、产业化农业及个体工商户、中

小微企业和居民消费为重点，优化贷款
投向，将信贷资源向 500 万元特别是
100万元以下额度贷款客户倾斜，做优
普惠金融，提升服务效率。截至 2 月
末，该联社“三农”贷款余额29.82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亿元。

创新产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今年以来，盐山县农信联社从信贷产
品与农户需求匹配度、信贷产品支持
农业发展程度以及信贷支农支小的广
度三方面入手，不断优化创新信贷产
品，深入研究支农模式和支农产品，推
出“信易贷”“冀易贷、家庭贷”等信贷
产品，并缩短了办理手续时间，提高了
放款速度，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截
至 2 月末，该联社“信易贷”余额 8553

万元，“冀易贷、家庭贷”余额 3461.99
万元。

加强金融服务，优化农村金融环
境。盐山县农信联社通过成立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定期组织志愿者帮助群
众打扫公共卫生环境、上门服务孤寡
老人、大力开展金融夜校等，加强乡风
文明建设，广泛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
提高村民学金融、用金融、防诈骗的能
力，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大力推进村级金融服务建设，在全
辖 450 个行政村设立 125 个金融便利
店、47台ATM存取款机，农户足不出
村就可办理取款、缴费、查询等金融业
务，享受与城市同等便利的基础金融
服务。 魏海兴

盐山县农信联社聚焦主责主业

创新信贷产品提高服务质效

在江苏省常熟市经营一家小型超
市的张先生每每提起那段最艰难的时
光，都会想起泰隆银行常熟支行给他
送上的那份雪中的“炭”，金额不大，但
却很暖。为小微企业雪中送炭一直是
泰隆银行“服务小微、服务大众”秉承
的理念。

3 月 23 日是泰隆银行苏州分行进
驻苏城十周年。近来，很多小微业主
前来道贺致谢，他们中有不少业主都

因得益于泰隆银行的及时助力，从危
机中脱困，由此让创业之路走得更顺
畅。泰隆银行苏州分行相关负责人
说，为了给小微业主提供专业的金融
服务，该行推出“三三制”服务承诺，即
新客户三天就给予明确答复，老客户
三小时办结，借力金融科技，PAD端最
快 3 分钟实现放款。”“服务小微、服务
大众”不是一句空头口号，是泰隆银行
给予客户的承诺。 苏泰

“没有宜宾农商银行的扶持，我做不
了水果种植。水果种植前期投入大、资金
回流慢，所以在开始创业时资金需求量就
大。像我这样的小微企业要申请银行贷
款很难，四川宜宾农商银行的创业担保贷
款帮了我大忙。听说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增加了，这样就能真正解决我们这些小微
企业的资金困难了。”某水果种植负责人
面对前来回访的信贷员说。她还特意强
调：“宜宾农商银行翠屏支行的员工责任
心很强，经常询问我们的经营情况，让我
们及时了解金融政策，经营方面有什么难

题，也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为把创业担保贷款做实做细，宜

宾农商银行翠屏支行积极与人社部门
以及相关单位通力合作，在方便贷款
群众、简化业务流程、提高贷款发放速
度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在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前期，严格把关，确保贷款
发得出、收得回，保质保量把每一笔
创业贷款发放到创业者手中，帮助中
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为创业者开辟一条快捷的金融服务

“绿色通道”。 康颖恩 杨昆

宜宾农商银行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泰隆银行苏州分行践行服务承诺

为小微企业“雪中送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