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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绥农商银行

下沉服务支持春耕备耕
为及时解决农户春耕备耕的金

融需求，广西扶绥农商银行以党建
为引领，下沉各乡镇、村（社区）开展
多样化金融服务，加强金融知识普
及度，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所需的
深层次金融需求。目前，该行已累
计支持春耕类贷款441户，发放信贷
资金1.8亿元。此外，该行致力于服
务县域经济，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共
在全辖内建设 11 个综合金融服务
站、114 个便民服务店，实现了所有
行政村全覆盖，有效改善了当地的
金融支付环境。 凌曼莉 蒙悟

近期，河北省南宫市农信联社紧
抓春耕时机，加大支农贷款投放力度，
全力支持当地农民做好春播生产，为
春耕农业生产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
服务。

为支持春耕工作有序开展，该联
社积极贯彻省联社和邢台审计中心年
度会议关于支农工作要求，将支持春
耕春播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今年初，
该联社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制定支农
工作方案，专列信贷计划，优惠支农贷
款利率；对农户、涉农企业和农业合作
社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

具资金优先支持，对农业产业化资金
优先发放，确保春耕生产各环节衔接
顺利。

为确保全面宣传到位，该联社的
38个营业网点全方位宣传支农政策和

“双基”共建宣传标语，并在营业网点
显著位置统一摆放“双基”共建宣传材
料，以便农民取阅。同时，该联社还通
过《南宫晚报》开展支农专题报道，将
该联社包村客户经理的服务范围、联
系方式、贷款政策、办贷流程进行公
示；公布南宫联社和全辖基层联社信
贷支农热线电话和监督电话，确保宣

传工作无死角，促进支农金融服务工
作全面深入开展。

为摸排信贷需求，扩大贷款投放，
该联社要求全辖网点组织信贷人员，
及时了解农户、农资生产和流通企业
的资金需求，做好春耕生产资金需求
服务。该联社领导带领10多名部门经
理下沉到信用社，督办信贷支农情况
和进度。目前，该联社预约放贷 129
户、金额 4.38 亿元；已投放涉农贷款
3396笔、金额4.14亿元；支持农业产业
园区、家庭农场、农户购买各类农资
5950多吨。 石明村 巩修山

开春以来，江西进贤农商银行坚
持持续加大对春季农业生产的支持力
度。截至目前，该行已发放春耕备耕
贷款452笔、金额3558万元，为春耕备
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该行依托扎根一线的优势，结合
“整村授信”项目，整合利用前期收集
的客户信息，发动乡镇网点迅速成立
营销小组，同时积极协调乡镇机关，在
村干部的协助下，利用多种渠道大力
宣传支持春耕备耕的政策产品。针对
春耕备耕资金需求急、金额小等特点，
该行组织员工直接下到田间地头，现
场受理农户贷款申请，迅速开展调查；

开通信贷“绿色通道”，简化调查审批
流程，做到农户随到随办、快审快放，
有效缩短了贷款审查时间，提高贷款
审批效率；有效运用线上平台，积极推
广“百福快贷”产品，确保不误农时，让
支农贷款办理更加高效便捷。

该行始终坚持支农支小战略定位不
动摇，把支持春耕备耕摆在重要位置，综
合使用“财政惠农信贷通”“乡村振兴贷”
等信贷产品，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切
实做到能贷尽贷，保证资金供给，全力保
障春耕备耕农资供应等信贷需求。目
前，该行涉农贷款余额74.47亿元，占各
项贷款余额的78.77%。 张小明余文俊

为助力春耕生产，
山西蒲县农商银行牢记
服务三农宗旨，推出利好
政策，创优金融服务，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百姓银
行的责任与担当。

该行以网贷系统为
平台，以“整村授信”为工
作抓手，开展下乡入户授
信活动，第一时间摸清客
户需求情况，逐一制定服
务方案，倾斜配置信贷资
源；安排专人前往农户家
中进行经营分析，打通春
耕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图为该行员工前往
农户家中调查资金需求
并进行授信。 刘伟奇

南宫市农信联社抢抓时机南宫市农信联社抢抓时机

为春耕生产提供高效金融服务为春耕生产提供高效金融服务

进贤农商银行结合“整村授信”

开通春耕备耕信贷“绿色通道”

今年以来，江西崇义农商银行提早
筹备资金，坚定“立足本土、服务社区、支
农支小”市场定位，有力发挥了农村金融
主力军和普惠金融的作用。截至3月
末，该行累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1019
户、金额3.06亿元，为本县农业产业增
收创收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

工作中，该行充分把握“线上小额
信用贷款非现场调查办贷”试点契机，
客户无需到现场办理贷款，只需手机
申请并上传相关资料就能实现授信用
信。目前，该行小额贷款线上化办贷
累计发放62笔、金额878万元。同时，
该行还不断优化贷款结构，简化办贷

资料，出台了《崇义农商银行信贷业务
限时办结监督管理办法》实行“首问负
责制”，争取个人贷款 3天内办结，法
人贷款 7天内办结，极大地缩短了贷
款审批时间。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的问题，该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
抓手，借助政府融资平台、产品渠道、
链条等优势，授信发放了赣州市首笔
支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的500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该行通过不断支持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助力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为
春耕备耕解决后顾之忧。 黄荣松

崇义农商银行简化办贷流程

保障农业生产增收创收

贞丰农商银行白层支行

解决农户春耕备耕资金难题
开春以来，贵州贞丰农商银行

白层支行的员工挨家走访当地农
户，详细了解其资金需求，确保春耕
备耕信贷资金及时发放。截至 3 月
末，该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1916笔、
金额6692.66万元。

据悉，辖内大应李子种植基地
由于备耕资金紧张，购买专用肥、营
养袋、农药和蜂箱等生产物资成了
基地的头号难题。走访期间，该支
行人员根据前期信用工程录入信息
及评级情况，为该基地办理了 18 万
元信用贷款，并为其开通了“黔农 e
贷”线上贷款功能，有效解决了其资
金需求难题。 金强胜 韦荣苹

东辽县农信联社

确保社保卡应发尽发
近年来，吉林省东辽县农信联社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卡
宣传发放工作。截至 3月末，该联社发
放社保卡共计22万张。工作前期，该联
社与县人力资源局、社保局联动，做好
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准备。工作
中，该联社做到社保卡应发尽发，为持
卡人提供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制定
发卡方案，将任务分解到社、落实到人，
确保在时效内完成城乡居民社会保障
卡的发放工作。 张健

泸县农商银行

发放首笔“蜀青振兴贷”
近日，四川泸县农商银行成功发放

了首笔支持青年创业的“蜀青振兴贷”，
以高效、优质服务贯彻落实省联社战略
部署，破解创业青年贷款难题，助力全面
乡村振兴和青年创业发展。

4月8日，该行员工在商户走访过程
中了解到，返乡创业的古某经营的电动
车专卖店需要流动资金，当即向其介绍
了“蜀青振兴贷”产品并达成贷款意向。
4月9日，古某顺利获得该行首笔“蜀青振
兴贷”20万元。该行在24小时内完成贷
款调查及发放，以高速高效的农信速度
赢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王丽 熊楠

长治漳泽农商银行

投放支农支小贷款近20亿元
今年以来，山西长治漳泽农商银行

紧紧围绕省联社各项工作安排部署，充
分发挥信贷优势，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大力支持乡村振兴。该行还不断加大对
支农支小信贷支持力度，以开展“植根”营
销为契机，全面助力春耕备耕，切实简化
农贷小贷手续，提供精准预约服务，推行
上门服务，对支农支小贷款优先安排、优
先发放、优先满足，解除小微企业和农户
后顾之忧。目前，该行已投放支农支小贷
款2911户、金额19.72亿元。 任杰

正蓝旗农信联社

创新4款乡村振兴信贷产品
近期，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农信联

社根据乡村振兴领域客群的实际需要，
创新推出“农机贷”“务工贷”“良种牛育
肥贷”“肉牛养殖贷”4款乡村振兴专项信
贷产品。该联社在信贷产品设计上依托
建档授信大数据，注重实现农牧区经济转
型升级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深度融合，
根据业务领域、借款主体、资金用途的不
同搭建立体化、全方位的产品体系。目
前，该联社乡村振兴类信贷产品累计投放
9.83亿元，占各项贷款的91.61%。 高娃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河南博
爱农商银行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积极
对接，不断深化三农金融服务，努力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在该县域见到实效。
目前，该行累计发放支持乡村振兴专项
贷款超 19亿元，支持特色项目 11个，涉
农贷款余额51.62亿元。

一直以来，该行立足当地实际，以
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加大支农支小力
度。如，该行依托博爱果蔬、孝敬大棚
等本土优势特色产业，加大对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助力全域
旅游，围绕青天河、月山寺、靳家岭等博
爱山水景观，着力打造“金融+旅游”的
特色品牌；助推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
设，先后创新信贷产品6个。目前，该行

累计支持贫困户 990户、信贷余额 1700
万元。

为坚持创新驱动，该行在延伸服
务内涵上下足功夫，先后开办了“幸福
时贷”“阳光贷”“金燕快 e 贷”等产品，
为涉农企业融资提供了多种途径。同
时，该行在金融服务上促创新，实行普
惠金融宣讲者常态化进乡村，加大金
融自助机具布放力度，调整优化网点
布局，增设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打通
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落实组
织责任，该行还将乡村振兴工程作为
下属各支行考核的重要依据，在贷款
规模和投向、自助机具布放、电子银行
业务方面，向农村地区、涉农领域倾
斜，真正把发展重心和工作导向转到
服务乡村振兴上。 杨英杰

今年以来，河南确山农商银行推
出了“振兴贷”信贷产品，受到广大客
户欢迎。截至 3 月末，该行累计投放
此贷款 4848笔、金额 12.25亿元。

年初，该行针对全县农村特色产
业发展和居民从事生产、扩大经营、创
业就业、生活消费等资金需求，推出了
支持乡村振兴专属贷款“振兴贷”。该
贷款为面向全县城乡自然人发放的纯
信用 30 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具有利率
优惠、期限长、手续简便、结息还款方
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办理的优势。

确山县竹沟镇的农民陈加更家中以母

牛养殖为生。今年他想扩大养殖，却苦于没
有资金。近日，他向该行竹沟支行提出贷款
申请，仅用时3天，该支行就将10万元的“振
兴贷”打到了他的手机银行账户上。

为把“振兴贷”及时送到广大群众
手中，该行通过开展网格化服务营销
和全员贷款营销等形式，组织员工深
入乡镇营销、办理贷款，扩大“振兴
贷”的群众知晓率和覆盖面。同时，该
行对贷款各环节的办理进度也进行了
严格限定，当天调查的贷款当天出调
查报告，审查审批于次日完成，审批后
1至 3天内完成放款。 马爱国

近年来，江苏沭阳农商银行坚守农
村主阵地，多措并举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从特色信贷乡、现代农业等各方面
入手，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奏响美丽乡
村“交响曲”。截至 3月末，该行涉农贷
款余额226.94亿元，增幅6.04%，涉农贷
款占比91.4%。

江苏沭阳县茆圩乡是草莓种植的
特色之乡，为满足辖区内优质草莓大
棚种植户的贷款融资需求，沭阳农商
银行为草莓种植户“量身定制”信贷产
品，创新推出“草莓贷”，带动辖区内草
莓种植户走向致富路，目前已累计投
放 2130 万元，支持草莓种植户建造建
成 807个草莓大棚。

在支持农业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沭阳农商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该行开发了美
丽乡村系列贷款产品，加大对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策应省
委省政府支持苏北地区农房改造要求，
主动对接县域镇村空间布局，围绕农户
改善住房条件，推出“宜居贷”，并不断
改造升级，能够支持农户拆迁安置、自
建代建、进城购房等全方位需求以及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
工作。目前，该行已投放5655万元，帮助
685名农户轻松圆了新房梦。同时，该行
积极推进村级普惠金融服务建设，在全
县设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 278个，打
通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胡玲玲

自“市民 e贷”上线以来，陕西石泉
农商银行饶峰支行充分发挥业务办理
线上化、智能化、便捷化等特点，结合
网点多、人员多、情况熟的传统优势，
全力开展全员营销，积极应对经济金
融新常态，充分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
军的作用。

据悉，“市民 e 贷”是陕西信合
“秦 e 贷”个人线上数字贷款的子产
品，主要用于借款人消费和日常生产
经营周转等用途的个人线上数字贷
款。授信对象包括城镇居民、单位职
工、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以及有稳
定收入的农民等客群，贷款额度高达
50 万元。客户可通过扫描客户经理

“业务工具”小程序中的营销二维码登
录微信小程序,也可以通过陕西信合手
机银行、网上银行以及外部第三方合

作机构渠道等电子渠道，自助申请“市
民e贷”。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
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成为今年的主旋
律，客户的贷款需求也随之增加。为
此，该支行全体员工积极走访，走进
企事业单位，深入农户家中，在查看
他们生活及生产经营状况的同时，充
分利用现有的科技平台，结合市场和
农户金融需求，积极推广“秦 e 贷”等
一系列适应农业农村经济需要，特点
突出、针对性强的信贷产品，实现了
客户贷款就像取存款一样方便。

35岁的童勤莉在当地经营着一家
专做供暖设备、厨卫设备的店铺。由
于急需一次性采购一定数量的试销货
物，她在资金上犯了难。该支行的客
户经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童勤莉

介绍了产品“市民 e贷”。通过“市民 e
贷”平台童勤莉即时获得了 30万元的
个人经营性贷款额度，这瞬间解决了
童勤莉资金周转的难题，为她的创业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截至 3 月末，石泉农商银行饶峰
支行通过客户经理现场互动演示的
方式现场团体营销“市民 e贷”265人，
申请授信 159 人，授信金额 155.26 万
元，成功对接营销了饶峰政府、饶峰
卫生院、饶峰交警大队、饶峰九年制
学校等多个单位；累计通过“陕西信
合市民 e 贷”平台授信客户 409 户、授
信金额 903.99 万元；其中，用信户数
58 户、用信金额 179.10 万元，为饶峰
镇早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美好愿景贡献了金融力量。

王伟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吴启超

近年来，江苏高淳农商银行严格
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省联社和监管
部门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新部署要求，
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工作总抓手，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
线，完善服务体制机制，加大金融资
源倾斜力度，持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质量与水平，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农商力量。

该行围绕《高淳区“阳光信贷”工
作 2019-2021 三年实施方案》，通过
多轮次、全覆盖的走访行动，深度聚
焦广大农户、城镇居民、小微企业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重点客群，着力
推动资源下沉，支持农村农户生产经
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强化“富农惠民”金融服务落地生
根。截至 3 月末，该行实现全区 104
个行政村首轮“整村授信”全覆盖，城
乡居民家庭授信面 22.98%，城乡居民
用信户数 1.73 万户，三农贷款余额
49.91 亿元，均已提前完成三年规划
目标任务。

为大力推进“最后一公里”金融
服务圈建设，该行在全区 104 个行政
村共建设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131
个，让农户足不出村就可以领取 57项
财政补贴，并陆续上线水电费缴纳、

城乡医保缴纳等项目，全面延伸助农
惠农服务渠道，切实增强民生保障；
综合运用“产业+农户”“合作社+农
户”“大户+小户”等模式，扎实做好金
融扶贫，近三年累计向全区 125 个扶
贫项目发放扶贫贷款 2265万元，成功
帮扶低收入家庭 486户。

长期以来，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工作
部署，该行主动走访对接砖墙镇镇村单
位和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着力加大三农
信贷支持力度，做实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试点示范工作。试点期间，该行累计向
当地各类经营主体投放贷款 6.87 亿
元。同时，该行为全域旅游、美丽乡村
等重大项目，投放贷款14亿元，支持区
内乡村振兴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截至3
月末，该行共支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245户、贷款余额3.82亿元。

为加大实体经济信贷投放，服务
好实体产业，该行组织开展“百行进
万企”“三访三增”“万企联万村，共走
振兴路”等企业对接行动，充分掌握
小微和民营企业资金需求，持续加大
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
时，该行积极推广“绿色信贷”，加大
对低碳环保等绿色产业金融支持，助
力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环境，扎实构建
乡村发展新格局。今年以来，该行累
计企业贷款余额 56.78 亿元，比年初
增长 7.59 亿元、增幅 15.43%；向建筑、
水运、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发放贷款

6.8亿元。
为持续推进信贷模式优化，该

行在去年开展“整村授信 阳光送贷”
活动，在农村地区以村为单位进行
批量评议授信，城区实行网格化走
访营销，有效提高客户申贷用贷的
便利性，解决农户贷款难、担保难问
题。据悉，今年为不断完善产品体
系，该行创新推出“淳信小微贷”“税
企通”等信用类和弱担保类线上线下
贷款产品，积极推广“两权”抵押贷
款、“金陵惠农贷”“惠农快贷”等特
色产品，精准对接并有效满足客户
需求；充分发挥经营机制活、决策链
条短的优势，整合简化业务手续，完
善业务流程，严格推行限时办结制，
小额贷款 24小时内完成审批，大额贷
款 72小时内完成审批，着力提高贷款
审放效率和服务效能；发挥“E 路有
我”互联网金融平台优势，引导辖内
早园竹、水产、水果等农副产品生产
销售商户入驻，建立生产、销售、消
费、结算、融资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体
系，着力构建“互联网+金融+农业”
服务新模式，今年已新增入驻各类
本地商户 54 户；推广银行卡“1+N”
模式，依托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
信银行、收单 POS 等产品，扎实构建
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服务
体系，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
和可获得性。

博爱农商银行优化金融服务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见实效

确山农商银行聚焦特色产业

推出“振兴贷”专属产品

沭阳农商银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奏响美丽乡村“交响曲”

高淳农商银行完善体制机制

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石泉农商银行饶峰支行发挥优势

全员营销“市民e贷”

双阳农商双阳农商银行双营支行银行双营支行

实地走访农实地走访农户资金需求户资金需求
近日，吉林双阳农商银行双营

支行通过调查，实地统计有生产资
金需求的贫困农户，入户指导如何
通过申请涉农信贷产品发展农牧业
脱贫；对种植养殖大户和家庭农场
春耕备产问题进行答疑解惑，为今
年双营乡助农惠农工作提供资金保
障和技术支持。 吴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