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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纳雍县百兴镇小麦品种较多，但最出名的要数“光头麦”，这种小麦无麦芒，当地人美誉为“光头麦”。代华
是百兴镇杨家寨村村民，因杨家寨村属水库搬迁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闲置土地较多，代华便想将闲置的土地流
转来种小麦，但由于资金不足，只能望“土”兴叹。纳雍县农信联社百兴信用社客户经理得知情况后，及时向代华发放
了15万元农户信用贷款，让代华实现了做“土”文章的梦想。今年三月，代华种植的3.33公顷“光头麦”长势喜人，代华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截至目前，百兴信用社已累计向小麦种植户发放贷款5446万元，有效解决了小麦种植户的
资金难题。图为客户经理深入田间地头与种植户交谈。 管玉斌 高玉伦

吉林郭尔罗斯农商银行自挂牌开
业五年来，以精准扶贫为攻向，以特色
扶贫贷款为抓手，加大“扶农乐”“助保
贷”投放力度，充分发挥地方金融主力
军作用，履行应尽职责，做好金融扶贫
的“助推器”。

郭尔罗斯农商银行创新金融扶贫
机制，履行社会责任。一是制定方案，
建档立卡。召开帮扶脱贫专项会议，
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抽调 16名帮扶
工作人员，组成 4 个工作队深入村屯
实地走访，与乡村干部共同采集信息，
逐户、逐人建立贫困帮扶档案，发放包
保联系卡。二是细化分析，因户施
策。每年定期组织帮扶小组重新入户
采集信息，对已脱贫户进行“回头看”，
对未脱贫的贫困户进行细化采集，因
户施策制定帮扶方案。三是定期走
访，动态管理。对贫困户生活中的困
难第一时间帮助解决。前郭县平凤乡
丰元村贫困户丛丽红（侏儒患者）计划
在查干湖旅游区开办超市，但为启动

资金发愁。该行经过详细调查，为其
发放低息创业贷款，助其创业，目前其
经营的“社会友爱瓷娃娃互助超市”蒸
蒸日上。郭尔罗斯农商银行扶贫效果
显著，做到了靶向治疗、精准发现、精
准发力。

郭尔罗斯农商银行不断完善贷款
产品，推进各项便民惠民服务。一是
创新扶贫贷款“扶农乐”。该产品是以
光伏项目为依托、光伏发电预期收益
为还款来源、光伏安装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的一款专为贫困户设计的贷
款产品，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现行基
准利率执行，年利率4.9%，贷款期限最
长10年。贫困户在房顶安装太阳能发
电设备，所发电量并入农电电网，平均
每户年发电量 9000千瓦时左右，按补
贴后电价 0.88元/千瓦时计算，每户年
收益约7920元，扣除偿还贷款本息，贫
困户每年获取收益2000余元。二是研
发养老保险助保贷款。该产品利率按
照央行基准利率下浮 40%，年利率仅

为 2.87%，贷款期限最长 15年，开创了
郭尔罗斯农商银行信贷产品利率最
低、期限最长的历史先河，贫困户每月
还完贷款本息后大约剩余 200元资金
可供领取，年领取待遇不低于 2000
元。在前郭镇粮窝村贫困户靳淑琴的
身上就看到了显著的效果，其贷款金额
87796.8元，贷款期限15年，贷款年利率
2.87%，每月领取待遇金额901.74元，月
还款贷款本息总额642.83元，月剩余金
额258.91元。对比未参加助保贷款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按照2018年农村养
老保险标准每月仅可领取103元，助保
贷款贫困户每月多领取155.91元，一年
多领取 1871元，并且随着贷款逐年还
款递减，领取金额逐年递增。

截至目前，郭尔罗斯农商银行在
全县范围内累计发放“助保贷”1106
笔，金额 8964万元，“扶农乐”贷款 282
笔，金额 987万元，帮助全县 1000多户
贫困户脱贫，真正做到了找准路子、开
对方子、打响牌子。 刘潇作为扎根江西省宜春市的“市民银

行”，宜春农商银行做好规范窗口礼仪、
树立银行业良好形象，为创建文明城市
增光添彩。

“您好，请您出示健康通行码、测一
下体温。”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宜春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对市民进行防
疫登记的场景。营业大厅内设立的“农
商温暖角”有爱心座位、爱心医药箱、爱
心雨伞、便民雨衣、饮用水等便民设施；
营业窗口专门开辟绿色通道以及多功
能自助终端客户自助代缴电话费、社保
费等服务；对行动不便的客户将柜面业
务延伸到服务送上门。宜春农商银行
用细微周到的服务提升文明服务水平
和服务档次，让客户感受到宾至如归的
文明规范服务。

作为城市服务窗口，该行要求员
工统一着装，坚持微笑服务，文明用
语，礼貌待客，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
质的文明服务迎接创城“大考”，并把
创建文明城市与全行优质文明服务规
范建设相结合，对标对表《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要求，按照“窗口单位”创
建标准严抓落实和网点服务环境整治
及服务行为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对于创城行动，该行党员志愿者
们更是奋勇争先，在早晚出行高峰时
段，身穿红色志愿者服疏导人流、车
流，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进小区”活动，通过党员先
锋戴徽章、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宜
春农商银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
企业品牌形象。 石莎莎

浙江省龙泉市的每一处你都能感
受到这座城市森林的清新空气。而龙
泉农商银行长期致力林权贷款创新与
实践，为保护绿色生态投重金，成为呵
护龙泉市绿色名副其实的天使。今年2
月底，龙泉农商银行林权抵押贷款4028
户，贷款余额 5.59 亿元；贷款户数占全
部 贷 款 户 数 的 17.41% ，户 均 贷 款 达
13.88万元，全市61%的林农享受到林权
抵押贷款带来的实惠，实现了林业一二
三产业全覆盖。

龙泉市素有“浙南林海”之称，林业
资源成为龙泉市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农
村居民的主要经济基础，龙泉农商银行
与龙泉市政府、林业部门一直在探索创
新林权贷款。该行自 2007年开展林权
抵押贷款业务后，相继推出了林农小额
循环、林权直接抵押、流转证抵押、林权

联保、担保合作社担保、专业担保公司
担保、公益林信托、林权地役权贷款等
多种贷款方式。林权信托质押贷款、公
益林补偿金贷款、林地地役贷款使生态
资源变身金融资产，并实现凭证化、证
券化，林农可通过信托收益权凭证交易
提前变现，也可质押融资，破解了公益
林、国家公园不能抵押流转等问题。
2020年，龙泉林木蓄积量2166.2万立方
米，五年间增加了380万立方米。

据测算，龙泉市15.13万公顷商品林
以林权抵押方式可获得贷款近33亿元，
信托、林地地役权可让11.43万公顷公益
林资源变身为15.7亿元金融资本，林农
可选择贷款变现、流转变现，还可依托森
林旅游、生态休闲产业发展生态经济，让

“活树”变“活钱”、“叶子”变“票子”、“青
山”变“金山”成为现实。 周祖华

近年来，安徽濉溪农商银行紧紧
围绕线上银行、数字银行、智慧银行、
普惠银行等“四个”银行建设，深耕生
态场景建设与业务零售转型，不断推
进电子银行创新发展。在安徽省农信
联社“云缴费”平台支持下，该行将优
质便捷的金融服务嵌入客户衣、食、
住、行等生活场景，架起一座座无接触
式金融便民服务线上桥梁。

截至目前，该行共拓展“云缴费”
商户 116 户，缴费笔数 903 笔，金额 8.5
万元；2021 年以来，净增商户 65 户，覆
盖市县等多家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
及个体工商户，包含党团费、物业费、
学杂费、协会费及其他费用等多种费
用类型。在接入“云缴费”系统后，濉
溪农商银行立即入驻“云缴费”平台，

开拓行内党员党费缴纳生态场景，实
现了线上按月按时计算与缴纳。

濉溪农商银行积极将这种便利与
快捷的缴费方式带给广大群众，在 116
户“云缴费”商户中，共有40户为公办或
民办幼儿园。淮北市外出务工人员较
多，各乡镇留守儿童数量占比大，开学
季的学费缴纳成为父母心中的难题。
孩子太小基本不能自理、老人年龄较大
行动不便、家长来回路途遥远，这些都
是幼儿园学生学杂费缴纳的不利因素，
而“云缴费”平台成功解决了这一难
题。无论身在何方，家长都可用手机快
速缴费。除学杂费生态场景外，濉溪农
商银行还开拓了物业费缴纳场景，解决
了物业管理费采用现金集中收取、压力
较大的问题。 于静静

日前，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平定
乡蓝田村玫瑰花种植园里，蓝田村经济
合作社负责人宋志强正给鹰潭农商银
行驻村金融干部讲解玫瑰园的下一步
规划：“眼下正是玫瑰花苗种植关键期，
要是这个时候苗下不了地，不知道要耽
误多大的事。感谢鹰潭农商银行！多
亏了你们的贷款，解决了我们的资金缺
口问题。”

蓝田村经济合作社的食用玫瑰花
种植项目是政府引进的一个特色产业，
主要是以玫瑰花种植、深加工为主，同
时又融合了景观旅游，是一体化综合经
营项目。食用玫瑰种植后，既能带动农
民就业，又能带动农民致富。

前些日子，蓝田村经济合作社从农
户手里流转了近 13.33 公顷土地，支付
了土地流转租金 40 余万元，花苗定金
15万元。土地平整、挖沟等前期工作已
完工，就等玫瑰花苗下地，但苦于没有
资金购买玫瑰花苗，眼看就要错过玫瑰
花种植的“黄金期”，鹰潭农商银行驻村
金融干部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服务，
针对客户的特殊性，为其提供农村集体
产权抵押贷款，仅用不到一周时间就成
功发放首笔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150万
元，解了蓝田村经济合作社的燃眉之
急。目前，该合作社已采购15公顷玫瑰
花苗，并与近日种下花苗。

熊志萍 晏文亮

“我的银行卡丢了，急着用钱，怎么
办？”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焦急地问。
四川达州农商银行员工答道：“为了您
的资金安全，须由客户本人携带身份证
到柜台挂失补卡后方可支取。”此时，客
户情绪显得有些激动，通过进一步询问
后得知，蒋某母亲因瘫痪不能亲自到银
行办理挂失补卡业务，而老母亲急需取
卡里的钱买药治病。老蒋当时非常焦
急，工作人员安抚老蒋后，决定为老人
提供上门服务。

当天下午，达州农商银行两名工作
人员利用下班时间，带好挂失单据、印
台、纸笔来到老蒋家，填写了业务所需

的相关单据，留存了客户影像。看到达
州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如此贴心服务，年
迈的陈大娘眼里含着感动的泪花，拉着
工作人员的手不住地念叨着：“太谢谢
了，你们的服务真是好，真是咱老百姓
自己的银行啊!”

一直以来，达州农商银行用实际行
动践行“四川农信，四川人民自己的银
行”的不变诺言，始终贯彻“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通过“上门服务”，解决
客户的燃眉之急，得到客户的信任和支
持。该行在坚持合规、严守风险的同
时，提供便民、高效、贴心的服务，积极
践行身为银行人的光荣使命。 桂建枝

近年来，江苏滨海农商银行充
分发挥网点多、人员广、机制活的优
势，持续加大“三农”信贷投入，落实
服务政策，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注
入新动能。

该行持续开展客户走访，完善
“整村授信”实施方案，优化移动端信
息采集系统，充分利用好 20万存量客

户数据库，通过先批量预授信，再逐
户走访宣传签约和用信流程，有效走
访营销，2020 年全年新增农户建档
33.07 万户，授信金额 4.58 亿元；全面
助力精准扶贫，围绕扶贫项目创新机
制，用好再贷款工具，将金融扶贫与
党建融合，全年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
款1.26亿元，惠及低收入农户4013户；

有效运用政策工具，制订金融政策落
实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信保贷款、普惠
小微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
款投放目标，全力支持涉农企业、小微
企业发展。截至 2020年末，该行涉农
贷款余额 62.97亿元，较年初增长 8.34
亿 元 ，涉 农 及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占 比
92.72%。 李雪峰

郭尔罗斯农商银行创新贷款产品

做金融扶贫“助推器”

早春三月，徜徉在湖北嘉鱼农商
银行驻村扶贫点——高铁岭镇陆水村
你会惊叹，这里的山山水水被规划得
精致悦目，油茶树是一片，脐橙林也是
一片，北山坡上一片是红薯，山坳中一
眼望不到边的是精养鱼池，行走在村
落之间，水泥路、自来水均是户户通，
路灯、景观树疏密有致。嘉鱼农商银
行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张厚杰介绍说，
2015 年，农商银行入驻陆水村定点扶
贫时，陆水村有 1015 户，总人口 3867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7户，贫困
人口655人，是县里的重点贫困村。

驻村之初，工作队与村两委看到
陆水村以丘岗为主，想整片整治，可村
民不领情，哪怕是动了谁家门前的一
棵树也扯皮不断。张厚杰一班人思考
后决定，以村容村貌为切入点展开扶
贫工作，结合政府各职能部门改路（村
村通）、改水、改厕，积极争取资金，同
时号召农商银行员工捐款 48万元，修
砌硬化了村组路面 15公里，修整水塘
12 公顷，维修小桥 5 座，水泵站设施 2
台，为村里各小组新建晒场总计1万多
平方米，同时新建村两委办公楼、卫生
室，并使易地扶贫搬迁有效推进。

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群
众支持了。驻村扶贫队和村两委根据

陆水村丘陵山地特点，请来农业专家、
水产专家为水土把脉，决心将资源优
势变成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嘉鱼农商银行再一次捐款 32 万
元，起动了依托丘林山地优势，扶持陆
水村二组和四组等五个自然村的坡地
连片开发，形成了 34.53公顷的茶油基
地；依托低凹水田连片的优势，扶持大
岩畈，形成7.07公顷湘莲种植基地；依
托仙人洞、七里洞旅游观光优势，扶持
开发了 9.53公顷林果采摘基地、37.53
公顷红薯基地、33.33 公顷油菜基地；
依托湖面水域优势，扶持开发了 12公
顷龙虾基地、45.07 公顷养鱼基地，一
举奠定了整村脱贫的基础。

陆水村村民居住分散，一些居民
一家人居一座山，三代人守一个湖汊，
这些人都有特定的生存技能，不愿异
地搬迁。他们之所以致贫，大多是因
病因残。根据这一特点，该行为其量
身定制脱贫方案。

一组村民杨德林，因妻子患病欠下
一大笔外债。他有养猪特长，可无本
钱。嘉鱼农商银行为他发放10万元扶
贫贷款，助他办起了养猪场。2016年，
杨德林养母猪 13头，肉猪 100多头，当
年实现脱贫，成为村里致富能人。

一组村民吴庆丰，因病致贫。他有

养鸡技术，根据其特长，嘉鱼农商银行为
他发放5万元小额贷款，还为他代销土
鸡和鸡蛋，让他放手大胆干，销路不用
愁。有了农商银行坚强后盾，吴庆丰凭
着一股拼劲，发展林下散养鸡 1700多
只并套种风景树，空闲时还做养鸡别墅
销售，现年收入可达15万元。吴庆丰富
了不忘带动乡亲脱贫，他请村里留守老
人、贫困户、妇女等到养鸡基地做短工，
带动周边两户人家脱贫。今年1月，吴
庆丰家被评为“十星级文明示范户”。

三组村民孙小春，小时因遭电击
失去左手，现育有两孩，妻子患病失去
劳动力，家境贫困。他有养殖鳝鱼的
技能，但也是没有启动资金。2015年，
嘉鱼农商银行为他贷款3万元，扶持他
养殖鳝鱼。当长势良好的鳝鱼准备上
市时，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雨将鱼池冲
毁，孙小春血本无归，还欠了一身债。
嘉鱼农商银行了解情况后，再次为他
提供了5.5万元扶贫贷款，帮他还清了
欠债，并留足了发展资金。当年孙小
春还清贷款后，还赚了8000元，现在他
是村里的脱贫达人。

六年来，嘉鱼农商银行为陆水村
发放扶贫贷款 350万元，助力 187户脱
贫，无一人返贫，提前一年实现整村脱
贫目标。 陈醇

南宁市武鸣区农信联社

荣获“助力脱贫攻坚先进单位”

近日，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农信联社
荣获广西区农信联社2020年度“助力脱
贫攻坚先进单位”。自2016年开展金融
扶贫工作以来，武鸣区农信联社全体信
贷人员承担了武鸣区 100%扶贫小额信
贷投放工作。五年来，该联社累计发放
小额扶贫贷款 1.68 亿元，惠及贫困户
3631户，为武鸣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
了积极贡献。该联社连续四年被城区党
委、政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单位”。

陆国祖

察右中旗农信联社

召开2021年工作会议

前不久，内蒙古察右中旗农信联社
召开了2021年工作会议。会上，该联社
党委副书记、主任陈培峰代表经营班子
与部室、信用社负责人签订了案件防控
与业务经营管理目标责任状，明确了全
年工作责任和任务目标；党委委员、副主
任刘强强调，全辖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迅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到会
议精神人人知晓，目标任务层层落实，工
作措施面面俱到，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
实，为察右中旗农信联社实现高质量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 岳俊鸽

邯郸市肥乡区农信联社

金融精准扶贫获赠锦旗

日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毛演堡
镇牛村两委班子为肥乡区农信联社送来
印有“精准帮扶金融先行，情系百姓温暖
民心”锦旗，牛村贫困户马怀增代表全家
送来印有“扶贫济困送温暖，真情帮扶助
脱贫”锦旗，一并感谢该联社在帮扶工作
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近年来，该联社通
过采取创新信贷产品、优化信贷服务等
举措，助推金融扶贫，截至 3月 28日，该
行累计投放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 1590
户，金额3949.4万元，扶贫企业项目贷款
18家，金额 4277万元，对口帮扶村已实
现全部脱贫“摘帽”。 霍琳剑 马驰骋

栖霞农商银行

举办智慧营销系统培训

日前，山东栖霞农商银行“四张清
单”营销暨智慧营销系统培训班开班。
课堂上，培训老师带着大家集体“玩”起
了手机，让营销人员通过手机等设备，
运用大数据分析，快捷高效进行末端信
息采集、客户精准画像、产品服务推介，

“玩转”智慧营销系统。本次培训，让全
体干部员工，特别是一线客户经理等营
销人员对智慧营销的了解更加深刻，操
作更加熟练，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用
活智慧营销系统，人人成为业务营销的
行家里手。 王安雄

岳阳农商银行

开展增户拓面专项营销

近期，湖南岳阳农商银行在全辖范
围内开展了“增户拓面”专项营销活动。
该行提前谋划部署，明确走访对象，开展
战区竞赛，组合营销，落实厅堂维护。此
次活动，进一步宣传了农商银行的特色
金融服务和产品，扩大了农商银行品牌
影响力，提升了信贷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实现了基础客户累计净增
2833户的良好营销效果。 段新荣

江都农商银行

推进网点转型试点项目

近日，江苏江都农商银行召开网点
转型试点支行项目总结会。会上，该行
副行长瞿洪智指出，网点转型既是一项
艰巨持之以恒的任务，也是真正能够抓
出产能、抓出效益的必经之路，全行要规
范文明服务，优化晨会流程，推行网点

“6S”管理，落实奖惩制度；结合网点的业
务量和经营效益，对全行所有网点进行
分类调整；优化劳动组合，不断提升网点
的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客群增长
及产能提升。 胡金慧

永济农商银行

按下整村授信“快进键”

山西永济农商银行结合全省存款破
万亿元宣传活动，紧盯“三农”主战场，积
极对接村两委、社区负责人以及种植养
殖户代表，把整村授信与社区授信、市场
授信、园区授信紧密结合起来，挑选“金
融专干”，采取“一村一策、分类精准”策
略和“互不相见”“背靠背”评议方式提升
授信率。该行相继召开授信会62场，新
增 授 信 客 户 1492 户 ，总 授 信 额 度
7005.07万元，用信5163.72万元。

何红星

龙泉农商银行探索林权抵押贷款模式

让生态资源变身金融资产

宜春农商银行提升服务水平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濉溪农商银行依托“云缴费”平台

架起金融便民服务桥梁

鹰潭农商银行发放农村集体产权抵押贷款

解决种植合作社资金难题

达州农商银行践行服务理念

为客户上门办理业务

一户一策“精准脱贫”
——嘉鱼农商银行驻村扶贫纪实

滨海农商银行加大信贷投入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