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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右江农合行

组织志愿者送农民工返岗

近日，广西百色右江农合行组织志
愿者参加百色市 2021 年农民工赴粤返
岗专列送站服务活动，欢送百色市 1100
多名农民工赴粤返岗。长期以来，百色
右江农合行强力服务地方经济，助力乡
村振兴，同时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公益
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地方金融机构主
力军的光荣使命。 何玲 覃瑜

昌邑农商银行

“鲁担惠农贷”破解融资难题

日前，山东省昌邑市冷藏行业鲁担
政策推介暨签约启动仪式开启。昌邑农
商银行与山东省农担公司潍坊管理中
心、卜庄镇党委政府签订三方战略合作
协议，昌邑农商银行现场为冷藏业客户
授信。近年来，昌邑农商银行为全市农
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和广大农户累计发放“鲁担惠
农贷”453笔2.23亿元，有效解决了农业产
业客户资金短缺问题。 庄文凯 梁锡山

织金农商银行

走访小微企业信贷需求

近年来，贵州织金农商银行通过开
展普惠大走访、延期还本付息、主动减费
让利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今年1月-2
月底，该行累计走访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7709户，对走访中了解到的1378户有
信贷需求的企业，目前已办理 14441万
元贷款。织金农商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中
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产品，确保中小微企
业获得高效的信贷支持。陈永青 周林欢

庆元农商银行

让企业“知产”变“资产”

今年以来，浙江庆元农商银行实现
专利权、商标权质押额 3300 万元，促进
专利权、商标权质押担保提质扩面。自
复工复产后，该行架起“政企银”连心桥

“三对接”，一对一专人指导，促使“知产”
向“资产”转变。浙江鸿叶笔业有限公司
利用“塑料铅笔梅花形彩色笔杆”专利和

“鸿叶”商标获得该行3000万元贷款，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下一步，该行将不
断推出适合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产
品，努力实现知识产权“变现”。 吴莉玲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年，是我们党成立 100周年。
江苏如东农商银行认真学习贯彻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及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支农支小，坚守服务小微、民营等
实体经济定位不放松，不断完善和优
化零售业务转型工作模式和机制，全
面助力乡村振兴。

一直以来，如东农商银行大力培
育新型优质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合作
农场，支持蔬菜标准园建设和渔业基
础设施完善，推动如东大米、狼山鸡
和如东海鲜等品牌优势提升，促进特
色产业发展；积极参与桃李春风、新
农利合等项目建设，支持高品质、高
附加值生态农业发展；全面推进“大
走访、大建档、大授信”工作，深入开
展“百企联百村，共走振兴路”活动，
推动要素配置、信贷资金向农村倾
斜，更好的支持新型职业农民，推进
城乡融合协同发展。

如东农商银行深入开展“政银企”
对接活动，严格落实降本减负、扶持激
励等政策措施，最大程度为小微企业

“松绑助力”；围绕全员营销理念，完善
绩效考核办法，合理确定普惠金融业

务FTP定价，激发全员工作活力；推动
业务线上化，强化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等电子化渠道建设，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思维引流量、拓场景，从
单一传统服务向综合化金融产品供给
转变，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带动电子银
行业务发展，通过电子银行业务发展
反向推动普惠金融业务提质，满足“三
农”市场和客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持
续推进网点智能化建设，不断优化网
点人员配备组合，提升网点服务智能
化和运营管理精细化水平。

如东农商银行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的隐性风险防控，深入分析
企业经营现状，落实重点行业、重点
客户风险状况跟踪监测，提早谋划应
对信用风险；加强数据质量治理，按
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
量分类，及时真实反映潜在风险，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
线；强化新兴业务风险管控，开展线
上贷款、微贷等业务风险评估，及时
调整风险策略，扎紧高质量发展“防
线”；完善全口径统一授信管理，严防
多头授信、过度授信，落实客户总量
风险控制；严格网格化管理要求，推
动支行在精耕“责任田”的同时有效

管控风险。
如东农商银行抢抓机遇，综合施

策，加大表内外不良资产处置力度，
优化拨备资源使用，稳妥有序推进
处置工作，做到应收尽收，把风险暴
露的损失压到最低；加强瑕疵贷款
收息管理，通过及时预警逾欠息贷
款，深入排查隐性不良贷款成因，加
强分析研判，对潜在风险较高的贷
款提前介入，采取必要的风险缓释
手段，做到早介入、早处置，防止不
良贷款前清后冒现象发生；进一步加
强与公、检、法、工商等部门的沟通联
系，灵活运用驻点清收、诉讼执行、核
销、转让等方式，消化存量，遏制增
量，多途径缓释信贷风险，加快不良
贷款清收进度。

如东农商银行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要求，抓好“四强”示范党支部创
建，深入推进党支部与地方基层党组
织结对共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深
度融合；持续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围绕
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突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扎实做好宣
传思想工作，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
党故事，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的浓
厚氛围。 杨恩荣

如东农商银行坚守市场定位

推动业务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山西襄汾农商银行用足用活信贷政策，加大对辖内特色农业的扶持力度，发放涉农信用贷款
8596.47万元，让信用变为信心，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力量。图为该行扶持的食用菌生产大棚喜
获丰收。 樊丹

3 月 29 日，四川遂宁农商银行各
项存款余额 235.01 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165.14亿元，存贷款规模突破400亿
元，稳居服务区域内（船山区和安居
区）金融机构首位，在全市金融机构排
名第三位（存款排名第三位、贷款排名
第二位），实现四年翻一番，标志着综
合实力、服务能力及品牌影响力迈上
新台阶。

历经近七十年的改革发展，遂宁
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中小
微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勇担
农村金融、地方金融、普惠金融主力军
使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现已成为
当地网点覆盖面广、服务客户多、社会
贡献突出的金融机构。

坚守“主阵地”服务三农有深
度。 该行深耕农村市场，推动金融资
源向“三农”聚焦，主动延伸服务触角，
积极助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
荣。截至3月29日，遂宁农商银行建立
农户经济档案 20余万户，涉农贷款余
额达76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47%。近
四年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累计发放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39亿元，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 8 亿元，提升了农民生产生活水
平，改善了人居环境，发展壮大了农村
集体经济和农业产业；构建“五位一体”
的金融服务渠道体系，设营业网点 68
个，自助银行45个，农村金融综合服务
站点15个，助农取款服务点524个，聘
请金融联络员2167人，打造“蜀信e”手
机银行、惠生活互联网金融平台，基本

实现“日常金融不出门、基础金融不出
村、综合金融不出镇”，打通了农村金融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打好“主动仗”，服务地方有力
度。 该行深入开展扶微助小、走千访
万、扩面强基工作，有效满足城乡居民
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全力支持中小
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为推动全市
城镇化建设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
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近四年，该行
缴纳税收 4.35 亿元，累计投放信贷资
金 560 亿元，向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
119亿元，向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127
亿元，有力支持了“遂宁鲜”“遂宁通”

“遂宁用”“遂宁造”企业发展及政府重
大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该行强化精准
纾困，累计发放支小再贷款、“稳保贷”

“复工复产贷”“战役贷”14亿元，下调
生产经营类贷款利率1.2个百分点，让
利近800万元，累计为中小微企业降低
融资成本 3680万元，有力支持了实体
经济复苏。该行成立了高新科技支
行，专门针对全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及“双创”群体推出“高科贷”系列贷款
产品 11款，助力遂宁市创建国家高新
区。2月末，人均贷款规模在全省农信
系统99家金融机构中排名第二位。

唱响“主旋律”，践行普惠有温
度。 该行为民、便民、利民，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普惠金融服务惠及城乡
百姓，在全省率先建成 7 个 24 小时银
税自助服务超市，拓宽网上办税渠道，
提高办税效率，创新推出“税金贷”，解
决纳税户融资难、慢、贵问题；精心研

发“银社公共服务平台”，延伸人社部
门服务窗口，累计办理社保服务 6.25
万人次，缴费金额达4.84亿元；在全省
率先开设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窗
口，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金融服
务”模式，实现群众办贷和抵押登记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累计办理 2.33
万笔，涉贷金额 183亿元，为客户减免
登记费用200余万元；扶贫济困普惠民
生，彰显责任担当，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24亿元，农户购房建房及土坯房改造
贷款13亿元，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青
年创业、失地农民创业、大学生创业贷
款2亿元，助学贷款1800万元，联合红
十字会开展“情暖回家路”系列活动，
连续四年为返乡农民工报销车费 434
万元。

存贷款规模突破 400亿元的优异
成绩得益于四川省农信联社及四川农
信遂宁办事处的正确领导，得益于遂
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引领，得益于人
行遂宁市中心支行、遂宁银保监分局
的有力监管，得益于全市广大客户和
股东的鼎力支持，得益于全体干部员
工的奋力拼搏。站在新的发展起点，
遂宁农商银行将主动适应新形势，积
极迎接新挑战，抢抓“十四五”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新机遇，与地方经济同频共振，与

“三农”小微同舟共济，全力做好夯实
基础、防控风险、合规经营、规范管理
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合规银行、智慧银
行、主力军银行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为遂宁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蒋丽

沁水农商银行

构建“三位一体”服务网络

近年来，山西沁水农商银行为打造
具有沁水特色的“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
发展新路，组织营销团队深入企业和乡
村，以距离最近的营业网点 5公里为半
径加速建站步伐，现已建成的近百个农
村金融服务站遍及全县14个乡镇，同时
构建起“物理网点+自助银行+电子渠
道”三位一体科技服务网络，方便小微企
业和农民办理结算和存取款业务。郭鹏

镇平农商银行

签订10亿元“银企”授信协议

前不久，河南镇平农商银行举办了
2021 年度服务县域产业经济银企对接
签约仪式，现场与30家县域企业签订了
共计 10亿元的授信合作协议，开启“银
企”携手、深化合作新篇章。镇平农商银
行将以本次签约仪式为契机，为构建“政
银企”三方互助互动、互赢互利新格局注
入新动能。 郭德胜

安乡农商银行

发挥“常德快贷”便捷优势

今年以来，湖南安乡农商银行充分
发挥“常德快贷”线上申请、快速签约、随
借随还便捷优势，为城乡居民、小商户、
种植养殖户等“小而优”客户群体提供
信贷支持。目前，该行在农村地区推进
行政村（社区）整村授信，在城区推行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小微企业整体授信，
为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个体提供一份专
属“备用钱包”，随时缓解生产生活资金
压力。 李雄

近日，四川岳池农商银行自生支行
在企业走访中了解到，金安达电力公司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电力工程进度
缓慢，有效开工不足，导致企业流动资
金出现困难。经客户经理实地调查了
解及信用评估，金安达电力公司符合该
行新推出的信贷产品“电易贷”相关条
件，便先后为该公司发放贷款 2 笔 780
万元，解决了其资金难题。

据了解，岳池县近两年输变电产业
年均实现产值91亿元，占全国输变电施
工份额近五分之一。岳池农商银行积
极响应县委提出“转型升级输变电产

业，建设‘中国输变电之乡’”规划，由该
行领导带队，深入输变电行业调研，“电
易贷”产品应运而生，为辖内从事输变
电行业的自然人和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电易贷”期限长达5年，期限内循环
支用，贷款方式灵活，既有纯信用、免抵
押，又有保证、抵质押担保，个人客户额
度可高达1000万元，企业客户额度可高
达2000万元，金安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便是“电易贷”产品惠及者之一。“电易
贷”推出一个月以来，该行已为电力行
业发放贷款60笔3500万元。

吴建华 李蕉利

普惠金融展作为 服务地方更添力

遂宁农商银行存贷规模突破400亿元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徐鑫阮绍明

长期以来，江苏大丰农商银行践行
“人民自己银行为人民”的庄严承诺，突
出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定位，主动融
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加大实体贷款投
放，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不断
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坚持支农支小，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该行持续推动信贷业务回归主业，
推动资金投向本地、投向实体。截至
2020 年末，实体贷款 248.49 亿元，比年
初增加31.86亿元，增幅14.71%，涉农贷
款每年增幅都远远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贷款户数 5.6 万户，比年初增加 1.1 万
户，户均贷款余额 44.14万元，比年初下
降 3.61 万元；运用“大数据”获客，实施
批量预授信，将“三访三增”和“万企联
万村”“稳企业保就业”有机结合，走访
企业 4086户，新型农业主体 1408户，新
增授信金额 13.68 亿元，确保小微客户
融资周转“无缝对接”；设立线上银行
部、普惠金融部，推进线上化服务，90%
以上个人贷款已经线上自助办理，推广

“金丰E贷”“存 e贷”“金易通”“税易通”
“税企通”等线上新产品，客户数累计达
38387 户，贷款余额 48.62 亿元；对暂时
亏损或周转困难企业“一企一策”帮扶，
累计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4200万元，利
用自身资源牵线救助20多家困难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台抗疫助企惠民

“十条措施”，研发“复工复产贷”等产
品，服务 1000多家客户复工复产，累计
新增企业贷款17.8亿元。

深耕普惠金融，提升惠民服务水
平。该行实施社保卡为民办实事“一卡
通”工程，累计发放社保卡72.6万张，加
载医保、民政、社保等78项功能，得到人
社部、省人社厅肯定；打造互联网金融平
台，累计注册会员 75.05万户，有效加盟
商户4.93万户，吸引镇村超市、农资门市
等商户合作，为农村客户提供扫码购物、
积分兑换等便捷服务；打造“阳光信贷”
升级版，严格授信户数和线上签约考核，
30万元以下消费、50万元以下经营贷款
全部上手机；便民服务“村村通”，在所有
行政村设立 656个农村金融服务点，建
立11家新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还配
备了 2台流动银行车巡回下乡服务，实
现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网络全覆盖。

主动回报人民，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该行举办爱心助学、助教、助医、助
老、助贫活动 30多次，关心帮助弱势群
体近1万人次，连续14年参加全区爱心
助学，开展“情系贫困学子”“寻找最美
学生”等 10 多项主题活动，帮助 200 多
名同学圆了“大学梦”，累计捐助1400多
万元；冠名设立“五大爱心基金”，实施

“阳光计划”关爱贫困户、“拐杖计划”助
力残疾人、“雏鹰计划”资助青少年、“大
鹏计划”圆梦大学生、“金桥计划”扶助
贫困村、“联心计划”结对社会共建文明
城；支援湖北黄石医疗队捐款 90万元，
组织党员干部捐款 10万元。该行先后
荣获盐城银行业“最具社会责任奖”“最
佳民生金融奖”“盐城市慈善先进集体”

“大丰区慈善之星”等荣誉称号，受到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大丰农商银行加大贷款投放

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每年三月，湖北省枣阳市 2万公顷
桃花由南向北次第开放，形成百余公里
花海长廊 ，桃产业兴起铺就了当地农
民致富路。“当好小微金融店小二，做强
支农服务支力军。”枣阳农商银行董事
长付向党介绍，近五年，该行累计投放
小微贷款83.5亿元支持乡村振兴。

吴甲午作为枣阳市平林镇第一批桃
农已由最初的0.2公顷桃园发展成如今
的86.67公顷种植规模的专业合作社，并
带动周边236户村民种植桃树。“没有农
商银行的支持，我可能还在外地打工
呢。”在枣阳市，从事桃业的农民还有

6300余户，桃树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张，催
生出一批专门从事鲜桃深加工的农民。

五年前，吴店镇清潭街农民严仁军
在外地食品罐头厂当生产主管，家乡的
鲜桃资源优势让他毅然返乡创办仁和
食品公司，建厂房、购设备，拿出全部积
蓄还有 50万元资金缺口。正当严仁军
为资金发愁时，枣阳农商银行信贷员上
门走访调查，帮他解决了资金需求。“不
到 3天贷款就发放到位，农商银行解了
我的燃眉之急。”经过几年的发展，严仁
军的罐头食品畅销河北、湖南等地，年
销售收入达2000余万元。 李星咏

近日，江西万安农商银行高陂支行
客户经理来到万安县高陂富晶果业基
地，前来迎接的是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表彰、江西富晶果业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邓兰云。“从北京回来后，我的
信心更足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感谢
农商银行对我的金融扶持，上个世纪90
年代我就是你们的客户了。从 90年代
数万元贷款到现在百万元贷款，变化的
是金额，不变的是你们服务‘三农’金融
惠民的初心和使命啊。”邓兰云对工作
人员说。

富晶果业只是万安农商银行引用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发展的缩
影。该行每年以占全县 40%左右的资
金来源发放了占全县 80%左右农户贷
款、90%左右的扶贫贷款，沉甸甸的数据
背后记载了该行支持乡村振兴、助力脱
贫攻坚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结合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建设，该行还创新推出“乡
村振兴贷”“百福民宿贷”等信贷产品，
面向辖内发放最高 200万元纯信用、免
担保贷款。截至 3月初，该行累计发放
涉农贷款6.3亿元，发放乡村振兴贷1.25
亿元，惠及农户2500余户。 肖韧 肖泉

广宗农商银行

优化“小贷中心”服务质效

河北广宗农商银行利用新型小贷中
心积极支持当地小微企业。该行深耕市
场、强化营销，提升质效、强化服务，扶
持小微、强化使命，积极研发和完善了

“公职贷”“商圈贷”“公积金贷”“工薪
贷”以及个人住宅楼抵押等 10 余种贷
款产品。自小贷中心成立以来，共计发
放贷款386笔，金额1.63亿元，新增贷款
占比 63.2%，为当地实体经济发展贡献
农信力量。 李焕生 辛世喆

“这边是种牛养殖区，那边是肉牛
养殖区，还有非常畅销的小牛养殖区。”
在江西省龙南县渡江镇莲塘村，曾云山
指着他 1000多头养殖规模的牛棚告诉
笔者。作为龙南市知名的养牛大户，赣
州地区最大的种牛场之一，曾云山在当
地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牛王”。

曾云山曾办过沙厂、卖过衣服，似
乎都不那么成功。在国家大力支持农
村发展浪潮中，2010年他通过租赁、流
转土地植树造林 133.33公顷，并在林下
开始养牛，从此走上了“牛王”的创业
之路。“当时租赁、流转山场和养牛需

要一大笔钱，多亏了你们给我贷款 50
万元，让我走上了养牛致富路。”回想
起当年起步资金困难时，是龙南农商
银行及时给予了信贷支持，曾云山很
是感慨。

龙南农商银行始终坚守“立足本
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不动
摇，依托本地农村市场，深挖农户需求，
助力辖区种植养殖业发展。截至 2 月
末，该行已发放涉农贷款余额 34.49 亿
元，涉农贷款占比 58.89%，其中支持种
植养殖资金2.72亿元，为龙南市“三农”
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郭德琳

龙南农商银行发放贷款

助养牛户走上致富路

枣阳农商银行聚焦桃产业

当好小微金融“店小二”

万安农商银行引金融“活水”

“精准滴灌”乡村振兴

岳池农商银行推出“电易贷”

为输变电产业送金融“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