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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贵州独山农商银行积极开
展金融服务宣传，限时受理农户信贷
申请，满足农户春耕期间的资金需求。

何与双是当地罗汉果种植大户，
今年他用“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

提交了自己的贷款申请。不到1个小
时，该行客户经理就联系到他，根据实
际情况，为其发放了20万元贷款。

目前，该行通过线上营销宣传，在网
络平台迅速受理客户信贷需求，限时办
理，让春耕不再等“贷”。胡宗延 吕贵江

西华县农信联社

优化春耕备耕金融服务
为有力支持辖内农户做好春

耕生产工作，河南省西华县农信联
社全面优化“三农”金融服务，持
续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不断
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全力保障农
副产品生产和春耕春种农资供应
信贷资金需求，力求高效解决客
户春耕备耕期间金融难题。今年
以来，西华农信联社累计投放农户
贷款9.56亿元，有力支持了辖内农
户生产经营。 赵亚威

第一季度，江西抚州农商银行积
极引导辖内支行全力做好春耕备耕金
融服务。截至3月，该行累计发放春耕
备耕专项贷款 2239 笔、金额 5.45 亿
元。其中今年新增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182笔、金额3965万元。

今年伊始，该行就提早部署，将支
持春耕备耕作为信贷支农的重要工
作，在辖内 33个网点成立了春耕备耕
金融服务小分队，组织员工深入田间
地头，走访农户、种植大户、涉农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摸排春耕
备耕资金及农用物资需求情况，确保
春耕备耕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家在嵩湖乡江下村的李金祥，家
中育有四个正在求学的子女，家庭唯
一收入来源就是水稻种植。今年春
天，李金祥承包了一百多亩农田种植

水稻，但购买秧苗和农药化肥的资金
让他犯了愁。关注到这一情况，该行
嵩湖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为李金祥发放了8万元贷款，解决了其
棘手难题。

针对春耕备耕信贷需求集中、时
效性强的特点，抚州农商银行切实用
好央行支农再贷款政策，制定了详细
的春耕备耕专项支持计划，优先满足
粮食生产、特色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加
工所需资金；优先安排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资金以及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所需资
金，确保信贷资金用在“刀刃”上。

“从2013年开始，一直是农商银行
帮助我们解决资金难题，支持我们平
稳渡过禽流感以及新冠疫情,才能让合
作社事业越做越大。今年要不是农商

银行帮忙，合作社储备农资、农机可就
都成大难题。”位于罗针镇的江西联惠
合作社是一家集家禽水产养殖、蔬果
栽培、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国家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因今年种植养殖规模增
加，农资采购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让合
作社负责人焦虑万分。得知该社情
况，该行罗针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
门，为其发放了 200万元“财政惠农信
贷通”贷款，及时帮助合作社解决了资
金难题。

一直以来，抚州农商银行都立足
区域农业产业特色，大力推广“财政惠
农信贷通”“乡村振兴贷”“银担惠农
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扶贫贴息贷
款”等信贷产品，并协同“政府+银行+
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多方合作机制，
推出了“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

“抵押+担保”等信贷模式，全方位满足
春耕备耕生产资金需求。

“资金到账真是太及时了！”叶样
荣是嵩湖乡官家村种粮大户，今年他打
算扩增50亩田。眼看播种最佳时期一
点一点流逝，叶样荣还在为购买化肥、
种子资金发愁。一筹莫展时，该行嵩湖
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利用线上
办贷的便利，现场将其授信额度由5万
元提高至 10万元，当天即完成了放款
工作，解决了叶样荣的燃眉之急。

为提高春耕备耕金融服务效率，
春耕以来，该行对涉及春耕备耕的授
信审批业务，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原则，开通“绿色通道”和春耕备
耕贷款专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加快贷款审批投放，保证不误农时、
不误农事。 江文婷 揭志伟

日前，由河北省金融市场协会评选
的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中，河北省农
村信用联社张家口审计中心荣获“先进
集体”称号；在该市金融扶贫工作专班
落实市委、市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评
选中，张家口审计中心荣获“先进集体”
称号。

自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张家口审
计中心按照省联社部署，带领辖内县
级行社主动作为，精准发放扶贫小额

信贷，全面助力脱贫攻坚。近年来，
该联社始终把金融扶贫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打好金融扶贫攻坚战。截止
去年年末，该联社在全辖 10 家行社累
计投放扶贫小额信贷 11622 户、金额
4.14亿元。

为加强对金融信贷产品创新，该
联社还与政府、保险部门合作，创立

“政银企户保”贷款模式，投放种植业、
养殖业、光伏等产业扶贫贷款 1074户、

金额 4.82 亿元，带动贫困户 6405 家。
此外，为巩固扶贫以来的脱贫成果，切
实做好帮扶工作，该联社坚持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带领帮扶的贫困村
巩固好来之不易脱贫的成果，实现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对接。今年以
来，全辖共计帮扶贫困村 21个，累计帮
扶 7837 人，为贫困村累计投入资金
296.06万元，带动项目 16个。

莘飞腾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程闯

近期，为全面做好农耕保障工作，
有效满足农户生产资金需求，江苏泗
洪农商银行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全面
加大信贷支农助农服务力度，目前，该
行累计投放春耕生产贷款9.53亿元。

今年以来，该行组织开展为期三
个月的“走千家、访万户、共成长，赢在
春天”专项劳动竞赛活动，单列涉农领
域信贷投放计划，明确支持春耕生产
目标任务，通过考核要求、绩效引导，

高压推进支农业务开展，激励基层员
工大力投放助农贷款。同时，于2月开
始组织农村支行客户经理深入村组进
行全面走访，通过与村委会对接，了解
村组土地自营及流转情况，获取当前
土地经营人信息，根据名单针对性进
行逐一电话联系并上门拜访，进一步
了解经营农户土地耕播及资金运转情
况，建立完善的种植客群信息，针对有
贷款需求客户立即为其制定信贷支持
方案。此外，针对县内水产区养殖客
户近期开始投苗喂食，该行积极组织

辖区支行梳理养殖户名单，安排客户
经理奔赴塘口进行对接。目前，该行
已累计走访各类种植养殖农户、农业
组织5712户。

面对多数生产经营农户经济条件
较为薄弱，缺少有效抵押物造成的“贷
款难”“贷款贵”情况，该行积极研发推
广“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家信
贷”“省农贷”等产品。经营农户可使
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单人额
度不够用时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授
信，还可以引入第三方农业担保公司

实现三方合作。目前，该行已累计发
放上述三类贷款金额2.46亿元。有效
解决当地农户农资困扰。

近年来，该行积极承担扶贫小额
贷款发放工作，为低收农户发放五万
元以下、无需抵押担保、财政贴息支持
的贷款资金，帮助低收农户脱贫增
收。目前，该行累计投放扶贫小额贷
款近 8 万户、金额 12.63 亿元；与人社
局、财政局、人民银行合作推广“助业
贷”，为“初创”客户提供贴息贷款支
持，累计发放助业贷1.85亿元。

据悉，近几年肥料、人工等成本
节节攀升，农户时常会碰到资金短缺
的难题。为破解春耕备耕资金短缺
的困境，入春以来，江西会昌农商银
行将支持春耕备耕作为服务“三农”
的重要工作，推动信贷资金更多地向

“三农”倾斜，通过提早谋划工作、完
善金融服务、提高办贷效率等一系列
举措，充分满足农户春耕生产资金需
求。目前，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28.85
亿元，今年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3
亿元，惠及农户3817户，向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1120万元，为辖
内春耕备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据悉，杨华南是该县的种粮大户，
今年他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将土地扩
大到500亩，但随着种植面积扩大，资
金的需求也相应的增加了，杨华南为
春耕农资资金短缺犯了愁。就在这个
节骨眼上，会昌农商银行走访到他家，
详细了解情况后，该行及时为其提供
了 50万元信贷资金。看着仓库里满
满的种子、化肥等农用物资，杨华南笑
着说“多亏了县农商银行，今年春耕的
农资全都备齐了！” 王镜茜

开春以来，四川仪陇农商银行紧
扣省联社支持春耕备耕相关安排部
署，主动摸排辖内涉农经营主体，全
力以赴展开县域春耕备耕工作。截
至 3 月，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61.23 亿
元，共支持县域1124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生产。

今年以来，为保障春耕工作精准
有效，该行加快推进整村授信、“扩面
强基”工程落地，充分利用移动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实时收集有效农
户信息，不断扩大客户覆盖面。同
时，该行开通春耕备耕贷款“绿色通
道”，对客户申请的贷款实行限时办
结，做到春耕备耕需求优先支持、春

耕备耕贷款优先发放。截至 3月，该
行全辖已采集农户信息 5.2 万户，现
有小额农户贷款 2.3万户、余额 11.01
亿元。

针对涉农贷款差异化特点和长
期存在的抵押难、担保难等问题，该
行还积极创新贷款产品。今年 3
月，该行重磅推出“农 e 贷”线上信
贷产品，农户仅在手机银行即可完
成贷款申请、授信、审批、放款全部
流程，较好的满足了农户的春耕之
需。不到一个月时间，该行“农 e
贷”已完成 1381 户授信，授信金额
1.2 亿元，已实现投放 1297 笔，贷款
余额 6218万元。 李汪洋 杨蛟龙

近日，贵州剑河
农商银行与人行剑
河县支行一行8人来
到辖内剑河欣新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与该公司负责人
开展座谈，并现场调
研为其在春耕备耕
中面临的融资、销售
和风险防控等问题
给予排忧解难。截
至目前，剑河农商银
行已筹备3亿信贷
资金，主要用于支春
耕生产。图为调研
现场。 杨通敏

今年以来，四川省广元市农信系
统始终紧扣春耕生产和乡村振兴主
线，聚焦特色农业强市建设目标，加
大信贷投放，助力春耕农业丰产。截
至 3月，该农信系统在全辖累计投放
涉农贷款 46.9亿元，发放春耕备耕和
春耕物资供给8.43亿元。

为全面入户摸清需求，该农信系
统充分发挥属地员工多、网点覆盖广
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完善“物理网点+
自助机具+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渠道，
线上线下相结合，保障农户足不出村
就能享受“一站式”金融服务。春耕
以来，该农信系统累计为2223户首贷
农户发放贷款1.39亿元。

一直以来，该农信系统都聚焦特
色产业，在保障“米袋子、菜篮子、肉
篮子”金融支持力度不减的基础上，
发放“粮油稳产、生猪保供”等专项贷
款 2.45亿元。今年，该农信系统重点
围绕全市现代特色农业“7+3”产业体
系建设，以“乡村振兴贷、园保贷”等专
项产品，发放富硒茶、红心猕猴桃、食
用菌、生态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贷款
3716户、3.11亿元，聚焦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坚持现代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
业、专合社、种植养殖大户多点联动，
以“1+N”产业链贷款推动形成利益联
结、集群发展，有力确保了春耕资金需
求及时满足、不误农时。 曾超

春耕时节，湖南澧县农商银行充
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立足

“早”字、突出“实”字、做到“优”字，全
力满足春耕备耕生产资金需求。开春
以来，该行走访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主、农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 500多户，
发放春耕备耕等涉农资金4.6亿元。

针对春耕生产季节性强、资金需
求集中且时间不等人的特点，该行早
安排、早部署，在年初组织召开“播种
行动”专题信贷工作会议，集中研究判
断一季度及春耕备耕信贷资金需求形
势，对积极抢抓有利时机，加大金融服
务春耕播种工作进行强调和要求，明
确信贷支持重点和具体措施，确保满

足农户有效贷款资金需求，形成了上
下一盘棋的工作态势。为保证服务不
误农时、不拖农需，该行为春耕备耕贷
款资金发放开辟“绿色通道”，优化工
作流程、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办贷时
间，确保贷款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切
实让农户用到最实在、最优惠的金融

“活水”。同时，该行依托“常德快贷”
线上产品优势，推出多种线上金融服
务和移动办公业务，客户通过手机申
请后可实时办理贷款业务，做到申请
调查和审批发放同步进行，大大提高
办贷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此外，为
加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力度，该行面
向农村地区个体农户、专业大户、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等涉农经济主体，创新
推出具有贷款功能的借记卡产品“福
祥·乡村振兴卡”，此卡特点是可以作
为贷款发放载体，为有资金需求的持
卡人提供“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贷
随还”功能的乡村振兴卡贷款。

57岁的吕某，澧县河稻谷的种植大
户，平时为人守信用、做事能吃苦，是澧
县农商银行的一名老客户。今年，他准备
扩大生产规模，但还存在资金缺口。为帮
助吕某解决眼前的资金难题，该行迅速开
展贷款调查，为其办理“乡村振兴卡”并增
加了贷款授信，这解决了吕某的燃眉之
急。目前，吕某水稻种植面积已达1000
多亩，年产值近150万元。 李宗泽

澧县农商银行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满足春耕备耕资金需求

抚州农商银行成立金融服务小分队抚州农商银行成立金融服务小分队

筑牢春耕备耕资金后盾筑牢春耕备耕资金后盾

会昌农商银行完善金融服务

“贷”来春耕生产“及时雨”

泗洪农商银行单列信贷计划

加大春耕生产支持力度

仪陇农商银行开通贷款“绿色通道”

保障春耕备耕顺利开展

广元市农信系统聚焦特色产业

拓展服务渠道确保不误农时

“去年，信用社通过‘整村授信’
给了我90万元的贷款额度。今年，我
向信用社提出了用信申请，只用了两
天时间就为我办理了 55万元的春耕
贷款。”近日，家住新疆自治区新源县
阿勒玛勒镇的农民苏海刚提及“整村
授信”带来的实惠满脸喜悦。

为深度践行“以客户为中心，以深
耕本地为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经营理念，去年 10月，新源县农信联
社正式启动整村授信工作。截至2020

年末，该联社对全县77个村开展了整
村授信工作，共授信3.4万家农户、金
额 27.51亿元，覆盖面达 77%。同时，
新源县农信社依托“整村授信”，提前
掌握了 2021年县域农作物种植经销
行情，制定了10亿元的种植养殖业贷
款投放计划。目前，该联社累计投放
春耕备耕种植贷款4.2亿元，养殖贷款
5.07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0.61
亿元、0.3亿元。各项贷款43.31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3.39亿元。 唐晓英

镇赉农商银行

发放春耕生产资金超6亿元
为满足全县农业备春耕生产资

金需求，吉林镇赉农商银行近期信贷
工作重心向备耕生产倾斜，积极筹措
资金，切实加大资金组织和投放力
度，做到早准备早部署、早投放。截
至4月7日，该行已累计投放2021年
备春耕生产专项资金6.04亿元、惠及
农户7207户。 李学志

新源县农信联社依托整村授信

为春耕备耕提供金融支持

内黄县农信联社

提高春耕贷款投放效率
春节以来，河南省内黄县农信

联社针对气候条件利好春播的实际
情况，将支持春耕生产作为当前的
首要工作来抓。该联社动员职工

“守土有责”，坚守“三农”阵地，力求
“手续最简、速度最快”地把生产资
金落实到农户手中。目前，该联社
已组织信贷服务人员深入17个乡镇
（街道办）530多个行政村，新增发放
农户春耕贷款2.3亿元，确保了全县
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邵军锋 李壮

敦化农商银行大桥支行

信贷扶持大棚韭菜种植
近年以来，吉林敦化农商银行大

桥支行以信贷资金为纽带，积极引导
当地农民发展大棚韭菜种植，取得了
可喜的成效。今年春季，该支行为客
户李同军贷款8万元，发展大棚韭菜
种植，预计今年他的韭菜种植纯收入
将达到100万元。目前，经过该支行
20多年累计 3.9亿元信贷资金投放，
大桥乡大棚韭菜种植面积扩大到 25
公顷，年产值达2600余万元。李冠达

泰州农商银行

以“春天行动”促进高效服务
为进一步做好业务高峰期柜面服

务工作, 保障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江
苏泰州农商银行在第一季度启动了

“春天行动”，来自该行的30名“春天使
者”奔赴至各个网点，及时解决客户需
求，协助客户分流，化解矛盾与投诉。

在业务特别繁忙的农村网点，该
行“使者”直接开设柜台办理业务，从
而缓解支行的柜面压力，减少客户等
待时间。 彭佳

垣曲农商银行蒲掌支行

举办整村授信推进会
近期，山西垣曲农商银行蒲

掌支行在蒲掌社区举办整村授信
推进会。参会人员有种养大户、
返乡创业青年、春耕备耕资金需
求客户，共百余人。此次集中授
信共收集信贷申请 21户，拟申请
金额 91 万元，现场为 5 名信用户
代表颁发了预授信匾额。杨蓬博

河北省农信联社张家口审计中心

荣获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独山农商银行限时受理贷款申请

让农户春耕不再等“贷”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