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编辑：陈智胜 2022年5月17日 E-mail：zhgnxb@126.com66 视点

卢龙农商银行

获“先进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近日，河北卢龙农商银行被秦皇岛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授予2021年
度秦皇岛市“先进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近年来，该行持续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通过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参与文
明城市创建、“一对一”结对帮扶等系列活
动，将全行的经营管理和文明服务工作提
升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组织搭建了以党
员干部为核心，以团员青年为主体力量的
志愿服务工作架构；并组织团员青年利用
业余时间，开展义务植树、清洁家园等主
题活动，在老百姓心中形成了“咱家银行”
的印象。 石泉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王正孙静

为普及金融知识，加强社会公众
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金融知
识水平，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近年来，江苏东海农商银行始终以人
民为中心，打造“老百姓身边的银行”
服务品牌，积极探索创新金融知识宣
讲载体，营造“懂金融、信金融、用金
融”的良好氛围，积极构建安全、健康
的金融消费环境，助力乡村振兴，打通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工作中，东海农商银行采取“内培
外宣”模式，积极夯实金融信息传播基
础，明确以提升金融信息传播质效、提
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加强农
商银行产品宣传为核心，强化内部员
工培训教育。该行认识到，基层员工
作为金融知识及产品宣传的重要主
体，其自身金融知识储备、风险防范能
力直接影响金融知识普及、产品宣传
的质效。为此，东海农商银行通过条
线结合、总行支行联动等方式，面向中
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及新员工等开

展多维度的金融知识培训教育，打造
全方位、全覆盖的金融知识培训教育
体系，形成网格化的全员传播网，以点
带面，提升向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宣传
辐射能力。同时，东海农商行每年为
全行员工开展一次反假币教育培训、
合规案防培训，覆盖中层干部、营销经
理、综合柜员、大堂经理等在内的各条
线岗位员工，巩固、丰富员工反假币知
识与合规案防知识储备，夯实为广大
金融消费者宣教的基础。

为提高金融信息传播深度，东海
农商银行多方联动，推行“政银”间干
部相互挂职，让政府干部懂金融、用金
融，让银行干部知政策、用政策，实现

“政银”合力，更好地服务三农。工作
中，东海农商银行实施了“红色动力工
程”，开展“金融村官”“金融助理”项
目，选取包括中层干部、营销经理在内
优秀党员入村（居）挂职“金融村官”

“金融助理”。而他们承担的主要职能
之一就是“金融知识宣传员”，其利用
入户走访将金融知识、金融政策传达
到每户、每位村民，更加有效推动金融

资源、金融人才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机融合，有效落实普惠金融政策。

为拓展金融信息宣传广度，东海农
商银行下沉重心，提档升级普惠金融便
民服务站，通过为金融便民服务站负责
人开展金融知识及业务培训、升级机具
等措施，完善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站服务
功能，提高农户金融便民服务及金融信
息的易获性，建设“家门口”的金融便民
服务及信息传播平台。同时，东海农商
银行积极开展“地毯式走访”工作，其各
支行营销经理通过对农户逐户走访、建
档采集信息、授信评议，完善农户经营
信息，实现覆盖式宣传。在为客户匹配
适当授信额度后，该行与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开展合作，通过授信额度短信推
送，实现“一对一”精准营销。

随着数字乡村的发展，东海农商
银行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渠道等优势，通过向公众宣传
金融知识，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和识别、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让金融
消费者在学习金融知识、了解金融业
务的前提下享受金融服务，理性消费。

东海农商银行采取“内培外宣”模式

传递普惠金融“好声音”

母亲节前夕，安徽歙县农商银行组织开展客户走访、家属慰问、社区送福等系列温情活动，向母亲们送上节
日的美好祝福和鲜花、牛奶等，传递农商银行的关怀；通过开展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孝老爱亲、尊重女性、感恩父
母等优秀传统文化和良好家风家训，营造了爱意浓浓的节日氛围和银社共建氛围。图为该行员工向参加活动的
母亲普及防范非法集资、普惠签约等金融知识。 陈超晨

为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进一步动员
全行广大青年员工传承和弘扬以爱国、
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
时刻保持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昂扬斗
志，在推动农商银行长期发展中建功立
业，日前，河北广宗农商银行党委组织
开展了“五四致青春”系列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联社2022年度
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廉洁从业和合规
意识，广宗农商银行举办了“青春向党
喜迎二十大 廉洁从业筑牢合规心”青
年座谈会，主题围绕河北农信 2022年
度工作会议提出的“小而精、小而活、
小而稳、小而强、小而红、小而美”内容

建言献策。来自该行柜员、信贷、授权
等多个岗位的员工参加了座谈，收集
意见建议42条，内容涵盖信贷流程、柜
面服务、业务合规、营销策略、品牌宣
传等多个方面，为总行下一步改革发
展汇聚了力量。

根据《关于参加中国梦劳动美 喜
迎二十大新时代河北省职工云上运动
会的通知》，广宗农商银行积极组织全
辖50岁以下，尤其是青年员工参加“云
上”运动会，创建“河北广宗农村行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动团，运动团成
员共计 99名，青年员工加入率 100%。
为提升运动实效，该行每部室、网点设
立 1 名监督员，每日引导和督促成员

运动打卡，并组织开展了员工跳绳、
“开合跳”大比拼，充分激发了员工运
动热情，形成积极向上的运动氛围。

为促使“清廉金融”思想入心入
脑，广宗农商银行举办“廉洁从业，从
我做起、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征文
比赛，引导青年员工从不同层面、不
同角度阐述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
的重要意义和传递廉洁从业、干事担
当的正能量，共有 35名青年员工加入
比赛，青年参与率 93%，并已征集优秀
作品 15篇。据悉，5月末，该行将对参
赛作品进行评奖表彰，对获奖作品通
过公众号逐期推送，营造清正廉洁的
金融文化。 李焕生

今年二季度以来，山西乡宁农商银
行以拓展“晋享 e付”商户为抓手，认真
制定“施工图”，全力备好“施工料”，全
员当好“施工员”，提高“晋享 e付”二维
码支付牌的覆盖面和使用率，带动存款
营销、贷款授信、电子渠道绑卡等指标
联动提升。

工作中，该行西坡支行积极走访，
深入摸排存量“晋享 e付”商户需求，解
决商户手机无法播报等问题，提高商户
交易量；对入网的新增特约商户，最大
限度简化申请流程，缩短办理时限，及
时为其制作二维码支付牌，配备云音
响、扫码盒子等设备，确保商户收付款
需求及时得到满足。

为提升服务水平，该行光华支行
建立了商户微信服务群，由专人负责

“线上服务”，并不定期进行“线下回
访”，每次回访均详细登记客户使用情
况，第一时间解决商户交易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商户体验感
和忠诚度。

为提高营销效率，该行崖下支行将
各村委和商户的营销服务全部分解到
员工，发挥网格化“横向到底、纵向到
边”的优势；在推广“晋享 e付”的同时，
积极为商户介绍储蓄、贷款、信用卡等
产品，逐步构建了“产品在网格中拓展、
业绩在网格中提升”的营销格局。

4月以来，该行“一揽子施工”服务
实现良好回报，共计营销“晋享 e付”商
户 154户，新增电子渠道绑卡 970户，新
增沉淀客户资金 7158.36 万元，实现了

“以点带面”的良好营销氛围。 贺晓阳

近日，不少走进超市、菜场的浙江
仙居市民，都会发现在“支付一码通”
上，印着一行“拒收人民币现金违法”的
黑体字，这是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仙
居农商银行联合县人民银行推出的创
新举措，旨在拓宽“拒收人民币违法”宣
传载体，进一步营造良好的人民币现金
流通环境。

据了解，为了提高宣传效果，该行
在全县各网点厅堂摆放印有“拒收人民
币现金违法”字样的“支付一码通”，对
前来柜面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宣传讲
解，告知客户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发现单位和个人拒收人民币现金的
行为依法举报和抵制。同时，该行组织

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一线，将印有宣传标
语的“支付一码通”摆放在全县各个超
市、菜场、购物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
截至目前，该行在全县 8746个“支付一
码通”上都印制了“拒收人民币现金违
法”宣传字样，覆盖全县 332 个行政村
（社区）的336个股份经济合作社。

“接下来，仙居农商银行将总结前一
阶段宣传活动的经验和成绩，利用各类
金融服务载体，更好地拓宽宣传覆盖面，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人民币法定
地位；希望广大群众发现拒收现金或歧
视现金交易等情况，要保留相关证据，通
过举报或投诉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李引祎 曹颖

“一树樱桃带雨红”。“五一”黄金
周，漫步在湖北房县城关镇八里村，放
眼望去，满山遍野碧绿的樱桃树上，挂
着一串串鲜红、滚圆的果实。

“以前种庄稼忙的很，一季都要锄
几道草，一亩地收入也只有七八百元，
如今在农商银行的支持下种上樱桃，一
亩地能收入一万多元。”八里村村民李
某乐呵呵地说道。这是房县农商银行
践行“小微金融店小二 乡村振兴主办
行”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房县农商银行在“一颗樱
桃”做足金融文章、用足金融“活水”，创
新“保姆式”金融服务模式，围绕“十里
樱桃长廊、万亩樱桃基地”建设规划，加
大在示范户培植、示范村建设、低效樱
桃园改造、高产优质樱桃园建设上的金
融支持力度，累计发放专项贷款2000余

万元；为 300余户樱桃种植户发放农户
小额贷款 800多万元，全力支持小樱桃
做成大产业，助力八里村打造成“花果
山”。

“樱桃红，日子甜。”目前，八里村
515户人家，家家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樱
桃。少的两三亩，多的十几亩，靠种樱
桃，该村实现年收入一二十万元的农户
有几十家，村民户均年增收 1 万多元。
当下，八里村有7000多亩樱桃进入盛果
期，樱桃产业总收益突破1亿元，带动了
八里、温泉、花宝、晓阳周边两万人就业
创收，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如今，在房县农商银行的金融培育
下，“房县樱桃”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和湖北省“林
木良种证”，让“房县八里旺樱桃”品牌
越来越“红”。 计杨

“以前总觉得贴息贷款办理很难，
可没想到手续这么简单，利率还低，真
是太感谢农商银行了。”近日，经营木材
加工的郑宗炳在收到湖北通山农商银
行发放的 20万元“青创贷”后喜笑颜开
地对熟人说。

前不久，郑宗炳接到嘉鱼县同兴木
业有限公司的大量订单，但前期需要自
己垫资买木材，资金量有点大。正在他
为资金犯愁之际，通山农商银行杨芳支
行客户经理了解到情况后，主动上门对
接，结合实际，为其推荐“青创贷”产品，
解了其燃眉之急。

据了解，该行“青创贷”产品以返乡

农民工、创业青年、复退军人为主要服
务对象，以扶持农民、创业青年增收致
富为目的；通过给予信贷支持、提供优
惠政策等措施，帮助其解决经营中的资
金困难。该类贷款程序易、利率低、放
款快，备受广大客户青睐。

一直以来，通山农商银行秉承为农
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的理念，不断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强化金融服务力
度。截至 4 月末，该行累计投放“青创
贷”5000 万元，帮助 200 余名农民和创
业青年走上致富路。

汪丽娜 朱华美

通山农商银行

“青创贷”圆创业青年致富梦

海门农商银行

组织员工无偿献血
“请您撸起袖子为生命‘加油’！”面对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中心血站发出的无
偿献血倡议，江苏海门农商银行快速响
应，近日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以
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奉献浓浓爱心。

献血现场，该行员工按照医务人员的
引导，按序化验、献血，一袋袋带着体温的
血液、一张张光荣的献血证都凝聚着海门
农商银行员工的赤诚爱心。据统计，当日
该行共有119位员工加入到无偿献血行
列，献血总量超35700毫升。 施红艳

曲沃农商银行

发挥青年员工业务营销动能
5月4日，山西曲沃农商银行组织青

年员工开展“聚青春力量 展青年风采”主
题营销活动。

活动中，曲沃农商银行青年员工统一
着装，身披“曲沃农商银行”绶带活跃在各
个角落，化身宣传小达人，积极向来往群众
宣讲该行各项金融服务和优势产品、政
策。本次活动还设计了社会公众“一对一”
答疑、金融知识宣讲等环节，涵盖了假币辨
别、新钞识别、反电信诈骗等金融知识，进
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接受度与活动成效。

活动期间，该行共计发放各类宣传折
页400余份，营销授信意向客户13户，预
约办理信用卡53张。 王明瑞

仪陇农商银行

举办“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日前，四川仪陇农商银行与仪陇县检

察院、县公安局联合举办了“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五四青年节主
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来自不同行业的50余名基层
青年站在朱德同志汉白玉雕像前重温入团
誓词，纪念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随后，大
家并肩走进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一起聆
听先辈事迹，瞻仰伟人风采，不断从朱德同
志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活动结束后，该行团委邀请张思德干
部学院讲师为行内青年员工讲团课，在课
堂上回顾共青团的历史，齐声合唱团歌，
现场青春激扬。 李汪洋

乡宁农商银行

加大“晋享e付”营销力度

仙居农商银行

拓宽“拒收现金违法”宣传渠道

房县农商银行

“贷”动小樱桃成就大产业

广宗农商银行开展系列活动

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力量冷水江农商银行

召开信贷专项竞赛启动会
5月5日，湖南冷水江农商银行召开

了2022年一季度“开门红”活动总结暨“燃
情夏季 全员营销”信贷专项竞赛活动启
动大会，人行湖南省冷水江市支行行长曾
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该行通报了一季度各项业务指
标完成情况，总结了全行“开门红”工作呈
现的亮点和成效，剖析了当前经营工作存
在的问题及短板，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措施，并对下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谢妍芳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减费让
利政策精神，推动“支付降费 让利于
民”这一惠民利企举措落实落地，近日，
河南商水农商银行通过多种方式深入
开展减费让利宣传活动，多举措推动减
费让利政策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践行
地方金融主力军的使命担当。

为推动政策落地，商水农商银行强
化宣传引导，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常态化开展减费让利政策宣传，线
上借助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短视频等
方式普及减费让利政策，线下通过摆放
最新服务价目表、张贴宣传海报，大堂
经理主动宣传减费让利政策、LED 屏
24小时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厅堂宣传屏
播放宣传视频、主动对接中小微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等方式，“点对点、面对面”

向客户直接宣传减费让利相关政策，扩
大减费让利政策宣传覆盖面。

为落实减利让费政策，商水农商
银行聚焦降费呼声高、使用频度高的
基础支付服务，秉承“应降尽降”原则，
继续实行“七免一参与”（免年费、免开
卡工本费、免小额账户管理费、免全省
农信通存通兑手续费、免费开通短信
提醒，免费开办手机银行、免费开办网
上银行、参与消费积分），并明确了继
续免收单位结算账户管理费、年费和
取消收取支票工本费、挂失费，以及取
消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工本费、
挂失费；下调了 ATM 跨行取款手续
费，惠及客户约 2万余人。同时，该行
对社保卡、“惠民卡”等持卡人实行每
月前两笔跨行取现免收手续费的优惠

政策；对 POS 机商户实行费率 9 折优
惠，惠及商户200余户。

为用活用足政策，激发经济活力，
商水农商银行积极落实助企纾困金融
政策，用好用足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
信用贷款支持工具和支农支小再贷款
政策。截至 3 月末，该行使用再贷款
余额 5.85 亿元；其中发放低利率个人
类贷款产品“丰收贷”498笔、金额2.11
亿元，有效解决了辖内收粮户季节性
资金缺口问题；发放低利率“金燕脱贫
小额贷”3628笔、金额 1.11亿元；申请
扶贫再贷款6笔、金额1.3亿元；累计为
普惠小微企业办理贷款本金延期 80
笔、金额 3.2亿元，帮助小微企业渡过
难关，为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
作用。 李文涛 崔永强

近日，贵州省雷山县农信联社大十
字分社员工为客户贴心服务，用诚心打
动了客户，使客户将获得的百余万元赔
偿金存入该联社。

雷山县丹江镇猫猫河村余某，长期
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务工。今年春
节过后，余某前往浙江台州工地务工，
因其作业的上方六楼调机杂物掉落，不
幸砸中其后脑，由于伤势严重，抢救无
效不幸去世，经协调获得 131.8 万元的
伤亡赔偿，而其丧事回老家办理。

在余某家人为其筹备办理后事期
间，雷山县农信联社大十字分社员工余
某某每天下班后，赶往猫猫河村为余某
的丧事忙前忙后，为前来吊唁的客人和

亲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感动了余某
的家人。在帮助筹备丧事中，了解到余
某因事故获得百余万元的赔偿资金后，
该员工动员其家人将这笔赔偿金转存
农信社。在办理完余某的丧事后，其家
人同意把余某获得的赔偿金转存大十
字分社，随后在该分社办理了转存相关
手续。

一直以来，雷山县农信联社始终
坚持立足三农，服务社区，服务小微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自身优势，从点
滴做起，“心贴心、零距离”服务每一个
客户，以人性化、差异化服务对待每名
客户，做有温度、有速度、有深度的“百
姓银行”。 谭标 王文兰

雷山县农信联社

暖心服务引来百万存款

商水农商银行减费让利

点燃惠企利民“强引擎”

通化海科农商银行

开展党支部换届选举培训
5月6日，吉林通化海科农商银行对城

区等4家党支部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坚持以《中国共产党

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等党内法规为基准，结合省联社组
织的换届选举培训案例，在开展换届选
举提醒基础上，对涉及换届选举的所有
相关材料进行了统筹设计，并制定了《通
化海科农村商业银行 2022 年基层党支
部换届选举工作方案》。 刘全春

融水农商银行

建立环卫工人爱心驿站
前不久，广西融水农商银行在营业

大厅内建立了环卫工人爱心驿站，给环
卫工人免费提供热水、医药箱、饭食加
热、临时休息、手机充电等暖心服务。

“自从有了这个爱心驿站，平时中午
我就能来喝口热水歇歇脚啦，还经常能
学到一些反假币、防诈骗的金融常识！”
环卫工人李大妈开心地说。

气温降了，人心却是暖暖的。融水农
商银行的“爱心驿站”切实解决了环卫工
人们饮水难、休息难、吃饭难等问题，让环
卫工人们感受到了农商人的温暖。陆梦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