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伍洪

9月初，记者随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总部组织的采访组走进山川秀丽的“云
贵小江南”、中国茶叶百强县第一名——
贵州省湄潭县。一下车，记者就被这里
的青山绿水深深镇住了，随行的湄潭中
银富登村镇银行董事黄万源介绍，这里
还是全国新农村的示范县、也是贵州省
乡村振兴示范县。。

“近年来，湄潭县以茶产业为主导，带
动水稻、烤烟、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齐头并
进。我们中银富登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发
展，围绕乡村产业和乡村建设做文章，积极
探索发展新路，取得良好成效。自2015年
12月湄潭行开业以来，截至2022年8月31
日，该行存款17874万元，贷款45972万元，
累计支农25692户、金额29794.79万元。”湄
潭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行长令狐昌勇介绍。

“我们这里的日子太安逸了，天天
生活在你们北京画家笔下的油画里。”

茶农陈星福听说采访组是从北京来采
访他们的，自豪极了，便滔滔不绝地介
绍，“自从 1937年浙江大学西迁较场坝
种植 1130亩茶开始，到现在的 60万亩
茶园，湄潭把茶变成了自己的‘脉搏’和

‘细胞’，呼吸共享，风雨共渡，我自己也
成了一个幸福的农民。”

记者在永兴茶海登上观景楼,放眼
四周,群山被一道绿色丝帕从头到脚一
圈一圈裹了起来，那丝帕恰似工笔画,
不管山有多高、坡有多陡,那一垄垄茶
树总是那么工整匀称，让人不得不赞叹
这些农民“画家”巧夺天工的“神笔”。
碧波荡漾的万亩茶海里，绿色的茶垄随
着丘陵地形的起伏跌宕，绿色变成了大
海的波涛，劳作在其间的茶农变成了波
涛中的点点帆影。

“有中银富登的支持，我们茶农的
干劲越来越大了，我家不仅种植了 10
亩茶园，7年前，还开始开办农家乐‘一
家人餐饮店’。” （下转B2版）

蒙城湖商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韩丽娜

打造新时代“小而美”的暖心银行
——访蒙城湖商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韩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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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湖商村镇银行：坚持做小做散 深耕普惠金融

高管访谈

蒙城湖商村镇银行位于安徽省亳州
市蒙城县，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成立于
2013年5月，注册资本1亿元，主发起行为
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截至2021年末，
该行员工 133 人，中共党员 32 人，营业网

点 11 家，资产总计 107398 万元,各项贷款
余额74685 万元，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
额 71781 万 元 ，占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的
96.11%。作为一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该
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做小做
散、深耕普惠，竭诚为当地经济建设发展
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致力打造经营机制灵
活、管理理念先进、市场定位准确、服务优
质高效的新时代小而美的暖心银行。

□ 龚杰 修建

“我行始终牢记支农支小的历史使
命，切实下沉服务重心，不断拓宽服务
覆盖面，严格执行贷款业务‘七不准’、
服务收费‘四公开’规定，坚持普惠金融
观，让利于农户、小微企业。”安徽蒙城
湖商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行长韩丽娜
向笔者介绍道。

蒙城湖商村镇银行位于安徽省亳
州市蒙城县，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成
立于 2013 年 5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主
发起行为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截
至 2021 年末，该行员工 133 人，中共党
员 32 人，营业网点 11 家，资产总计
10.74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7.47 亿元，其
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7.18亿元，占各
项贷款余额的 96.11%。作为一家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该行始终坚持服务三
农、小微企业，竭诚为当地经济建设发
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致力打造经营机
制灵活、管理理念先进、市场定位准
确、服务优质高效的新时代小而美的暖
心银行。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石。经过九年的发展，我行
法人治理逐步完善，经营活力不断激
发。”蒙城湖商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
行长韩丽娜在谈到党建工作时说：“党
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蒙城湖
商村镇银行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
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通过落实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和
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党支部前置研究的
制度安排，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各个环节之中，党组织把方向、管大

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
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不断加强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面增强支部的创
造力、凝聚力及战斗力，充分发挥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指导全行业务稳
健发展。”

近年来，蒙城湖商村镇银行深耕普
惠金融，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创新推
出“农机贷”“兴旺·生猪贷”“复兴贷”和

“创业促就业小额贷”等信贷产品，并积
极探索拓宽涉农贷款抵质押物范围，有
效解决服务区域内农户的资金需求。
该行推出的“惠农卡”业务，具有小额贷
款循环功能，以“惠农卡”为载体提供小
额贷款放款、使用、还款等服务功能，客
户在手机端即可实现“一次授信、循环
使用、随借随还”，并按照“一次核定、随
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动态调
整”模式进行管理，极大方便客户的资
金需求。

在谈到如何做好金融赋能乡村振
兴时，韩行长娓娓道来，她介绍说：“为
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蒙城
湖商村镇银行党支部充分发挥农村金
融生力军作用，围绕农村生产发展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创新金融服务、
优化工作流程、加强过程管控，积极为
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支持，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
一公里’，实现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提
供金融产品，全面支持乡村振兴，为三
农注入发展动力。”

2018年，蒙城县小辛集乡何楼村的
陆先生萌生养殖创业的想法，在家人和
妻子的鼓励下，搭建起养殖棚，养殖猪
羊，因养殖行情较好，陆先生便计划扩
大规模，但扩大规模还有部分资金缺
口，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蒙城湖商
村镇银行村部金融对接员。该行客户
经理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前往陆先生
的养殖场进行贷前调查，通过了解核实

符合贷款条件，该行立即为陆先生发放
了 10 万元信用贷款，支持其扩大养殖
规模。

陆先生的养殖场是蒙城湖商村镇
银行支持乡镇老百姓实现致富的一个
小小缩影。该行始终不忘“服务三农”
初心，优先发放涉农贷款，重点加大对
畜禽养殖、农产品种植等行业的信贷支
持。据介绍，目前，该行已累计发放涉
农贷款 8.79亿元，其中累放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贷款3200余万元，累放助粮农贷
款5400余万元。

“根据蒙城县委县政府扶贫工作
安排，我行于 2016 年对接楚村镇赵
店、卢楼、卢店三个行政村的扶贫工
作，一对一帮扶 65 户贫困户。按照扶
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
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脱贫成效精
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贫困村、
贫困户、贫困人口为扶贫对象，着力
改善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条件，提高
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实现
脱贫致富。”蒙城湖商村镇银行党支
部书记、行长韩丽娜谈到如何精准扶
贫时总结道：“对脱贫户进行思想引
导，宣传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引导
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展现昂扬
的精神风貌，克服‘等、靠、要’思想，
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对照

‘十看十问’清单，逐户详细了解脱贫
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对于有困难、有
要求的脱贫户及时联系村委共同研
究解决方案，2016 年以来，该行为对
接贫困户送米、油、衣物等慰问物品，
同时向对接帮扶村捐款修路，累计捐
助 10 余万元。”

一直以来，蒙城湖商村镇银行秉承
“想你所想，为你所享”的经营理念，立
足蒙城，服务三农、小微企业，打造新时
代小而美的暖心银行，为蒙城县经济发
展竭尽全力。

近年来，江苏南京六合九银村镇
银行始终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坚
持回归本源，不断强化服务乡村振兴
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以普惠金融贷
动“支农助小扶微”，用金融“活水”精
准滴灌农业农村农户，持续推进实现

“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实”的发展目
标，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坚持党建引领
打造党建融合发展中的亮点

该行始终坚持“深耕网格、做强普
惠”的业务发展方向，将辖区内的服务
区域细分为数个金融服务网格，按照

“组织共建、资源共享、社会共治”的思
路，推动该行下辖的各党支部与辖区、
基层党支部开展共建共联，社区、村小
组共联共建覆盖率达100%，形成了“共
建共联，网格共走”新模式。同时，该行
以其下设的金牛湖支行为特色示范网
点，常态化开展全面走访乡村小组的金
融服务活动，将“建档立卡”作为全面走
访的规定动作，深入实施“整村授信”，
彻底将“等客上门”营销模式扭转为“送
货上门”，打通了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
一米”，畅通了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的
渠道。截至目前，该行的金牛湖支行已
为辖区内的八个社区、7099户农户建立
信用档案，累计预授信额度 32176 万
元，其中 2022 年新增发放预授信户
1749户，预授信额度8605万元。

坚守市场定位
突破服务乡村振兴中的“难点”

自成立至今，该行始终立足本

土、扎根农村，把深耕三农、小微市场
作为主责主业，深度融入乡村振兴、
走近乡亲、走进乡情的发展战略。面
对存在人员居住分散、信息相对闭
塞、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对银行
了解相对知之甚少、资金筹集困难等
情况，该行充分利用人缘优势、地缘
优势，结合常态化走村串户工作机
制，扎实开展“建档立卡、整村授信”
行动，结合建档立卡的相关信息，多
维度整合客户特征，进一步细分客户
层级，以村、庄、组为单位实施网格化
金融服务与管理，深入推进授信用信
增量、服务辐射扩面工作。

近年来，在疫情的影响下，该行
毅然担当助力农户、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的责任，主动对接受疫情影响的农
户与小微企业，通过减费让利、延期
还本付息等方式全力支持恢复生产
经营；积极推广“金陵惠农贷”“农户
贷”等专项信贷产品，进一步降低农
户及小微企业的融资门槛和成本。
同时，为提高优惠利率审批效率，该
行充分运用贷款提前年审、提前授
信、差异优惠定价等方式，较大地缩
短了农户及企业的贷款办理时长，切
实解决了农户及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难题。截至目前，该行累计为
185户企业（农户）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15566万元。

提升服务质效
疏通滴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堵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对村镇
银行认知“概念模糊”、合作“心存顾

虑”等情况，故而村镇银行在深入其
金融需求的空白点和盲区上存在较
大的难度，为进一步打破金融服务

“屏障”，畅通村镇银行精准滴灌新型
农业主体的服务渠道，该行坚持“铁
脚板+网格化”同向发力，党委班子
成员“带头走”，党支部“跟着走”，全
员下沉基层调研走访，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充分交流，深入了解、主动适
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转
变传统的“线下为主”的服务模式，积
极创新并推广“线上+线下”金融服
务方式。

在深化“合家贷”“农户贷”“金陵
惠农贷”等信贷产品的基础上，该行
研发推广“极速农户贷”，较大地提升
了该行线上信用贷款的占比，同时助
推了该行精准服务对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佳速度”，切实实现了“让
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让服务
更高效”，极大地提升了新型农业主
体对该行的信赖感、满意度以及金融
服务的获得感。

厚植审慎经营理念
夯实风险防范化解的“隔离点”

为筑牢风险“防火墙”。在董事
会层面，该行下设三农金融服务委
员会，委员会成员中专门配置农业
相关的专家董事专项服务于三农业
务发展，审议重大事项，指导督促三
农业务的开展，总结三农业务发展
过程中的风险点，指导制定和实施
详细的信贷风险管控举措，督导实
施风险管控等。

在制度建设方面，该行先后印

发了农户贷、金陵惠农贷、极速农户
贷、光伏惠农贷等系列贷款的管理
办法和实施细则，同步印发了三农
业务尽职免责的指导意见，进一步
明确了业务人员合规开展三农业务
的标准和依据，保障业务人员在对
接三农业务时真正的实现“能做、敢
做、愿做、会做”。

在人力资源倾斜方面，该行常态
化开展后备客户经理选拔和储备，将
本土情况熟、服务意识强的优秀人才
及时充实到客户经理岗位，定期长效
开展小微贷款技术、信贷产品、营销
和沟通技巧等系列专项培训，同时，
以“头雁领航”为指引，聚焦基层一
线，对于在乡村振兴中表现突出、群
众认可的员工，在评优评先、培养使
用方面予以优先考虑，致力于打造和
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知农民的
三农金融工作队伍。

新时代、新普惠、新征程。忆往
昔，该行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向未来，在普惠
小微、服务三农的事业上昂扬斗志
守初心，全体九银人用艰苦奋斗、百
折不挠的精神为普惠金融蓝图点缀
了鲜亮的底色。面向未来，九银村行
人将继续坚守市场定位，坚持“服务
三农、助力小微”服务宗旨，始终做
到心中有信仰，眼中有方向，手中有
希望，脚板有力量，不断开新篇，谋新
局，为普惠金融的发
展做出积极有力的
贡献。 张美玲

南京六合九银村镇银行坚守支农支小定位

提升普惠提升普惠 质效质效

□ 本报记者 霍云鹏 通讯员 沈洁 黄婷

“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是最早支
持我做笋干生意的金融机构，也是我合
作最长时间的机构。8年来，不仅给予
了我充足的贷款资金，客户经理也能够
不时地提供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意见，让
我从一个普通的笋干户成长为真正的
农民创业家。”笋干销售大户王益金
2014年获得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首
贷 10 万元启动资金，八年已累计获得
120万元贷款资金，王益金在永安汇丰
村镇银行金融支持下，已发展为年销售
额高达上千万元的销售笋干大户。

福建永安农民人均拥有竹林面积
4.2亩，是全国著名的竹笋之乡。永安
笋干历史悠久，是“闽西八大干”之一，
传统工艺生产的永安笋干享誉海内外。

2010年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敏锐
洞察到笋干产业直接关系永安千家万户
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让资源丰富、影响
力强的永安笋干变为百姓致富产品。永
安汇丰村镇银行投入人力、物力深入笋
干销售市场，深谙笋干户需求，亦洞悉笋
干市场的变化和发展，掌握了4月到8月
笋干收购季用款集中度高、季节性强、周
转率快速、保质期长及闽笋干商重信用，
货款收回后会第一时间还贷等行业信
息，找到了要将具有历史沉淀的产品转
化成永安农民致富的品牌切入点。

永安汇丰村镇银行从笋干销售端
发力，化“被动服务”为“主动对接”，每
年自 4 月起，举全行之力整合资源，重
点、定向支持永安的笋干户；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为笋干户开辟绿色信贷通
道，优化审批流程，加快审批进度，并统

一为笋干户申请优惠利率，保障客户利
益最大化；针对笋干户的特殊性，采取

“一户一策”措施，为笋干户量身商定贷
款金额、还款方式等，提高贷款资金的
利用率。2021 年，福建永安汇丰村镇
银行向笋干行业发放贷款近 80 笔，贷
款金额近 2500 万元，约占永安市笋干
行业全年资金需求总量的1/3。十余年
间，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为永安笋干
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活水”，已
累计向笋干户及相关产业发放贷款
722笔，金额达1.45亿元，有效带动了数
百户农户及小微企业创业致富，让拥有
竹林的农民获得了上亿元的收入。

汇丰村镇银行对永安笋干行业贷
款连续几年坏账率近乎于零，印证了汇
丰村镇银行对该行业预判力、风险把控
力、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多年来，汇丰
村镇银行通过不断迭新个性化信贷政
策，加大对笋干行业的支持力度，推出
行领导走访笋干客户机制，广泛征求客
户意见，制定能满足个性需求和促进整
个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得到新老
客户的高度认可，有力地推进了当地笋
干产业的发展。如今，“闽笋”已然成为
永安的一张“城市名片”，而倾力支持

“闽笋”产业的永安汇丰村镇银行，也在
笋干户的口口相传中，树立了良好口
碑。坊间流传的顺口溜这样说道：“卖
笋干，来永安，想贷款，找汇丰！”毛竹及
笋干也作为永安市的特色农产品之一，
充分得到了永安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
的关注和扶持。近年来，政府对于毛竹
种植及笋干行业贷款给予贴息优惠，政
企合力为本土特色产业打开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

十余年持续发力
汇丰村镇银行打造“闽笋”致富产业

“小”银行发挥“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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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中银富登村镇银行释放金融“活水”

夯实茶产业基础促进农民致富

图为该行客户经理与商户合影图为该行客户经理与商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