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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西临猗农商银行紧跟果业发展新变化、新需求，积极对接果业上下游客户，对处于果业链条上游的
贮果户、果醋酿造等小微商户，推行“农资贷”“果库贷”等专项信贷产品，每年发放3亿元贷款，对果农、果品加工商
等提供全产业链信贷支持，为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地方经济提供坚强保障。图为果醋酿造现场。 黄骁

7月以来，四川省梓潼县持续高温
少雨天气，给地方农业生产带来重大
影响。梓潼农商银行贯彻落实省农信
联社、绵阳办事处金融助力防旱抗旱
部署，依托人缘地缘优势，组织支行网
点提供专属服务、开辟爱心通道，组织
干部员工走村访户、摸排问需、纾困解
难，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普降抗
旱“及时雨”。

刘某某是梓潼县自强镇的生猪
养殖大户，养殖生猪规模近 1200 头，
面对入户调研的梓潼农商银行工作
人员，他表达了申请 5 万元资金购买
养殖设备的需求，了解到情况的客户
经理向他推荐了四川农信全流程线
上办理的智能贷款产品——“蜀信 e
智能小额农贷”，不到 15 分钟，5 万元
贷款就到了刘某某的账户，解决了他
的燃眉之急。

旱情发生以来，梓潼农商银行快
速响应，即刻部署落实 16 支 160 余人
的旱情摸排小组，深入全县 16个乡镇
162 个村逐户摸排旱情影响及客户融

资需求情况，收集并建立旱情客户档
案 3765户；下沉人员、资金和服务，畅
通线上线下办贷渠道，为178户种植养
殖户发放抗旱贷款893万元，以充足的
信贷资金助力抗旱保收。

仁和镇檬桠村之前是梓潼县脱贫
攻坚中确定的贫困村，也是梓潼农商
银行“万企兴万村”的结对村，经过几
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成功脱贫“摘帽”，
成为了绵阳市乡村振兴重点村。“多亏
你们农商银行对我们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贷款支持，我们在山顶修建四口蓄
水池，为所有果园都铺设了滴灌系统，
今年我们基本上没受到旱情的影响。”
仁和镇贾镇长说道。

檬桠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政府统
一规划下，依托地缘优势重点发展柑
橘、蔬菜种植产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资金缺口。梓潼农商银行主动找
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村集体经济
组织授信并发放贷款 30万元，为全村
13 户新增发放贷款 134 万元，用于修
建蓄水池和灌溉系统。依托水源优

势，檬桠村发展海椒70亩、玉米套种大
豆 200亩、果园 680亩、水稻 160亩，村
集体经济组织年净利润预计可达10万
元，带动村民户均增收500元。

截至8月末，梓潼农商银行向全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放贷款4.2亿元；
向全县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贷款1465
万元，向全县农户授信 6.8 万户、授信
金额 79.94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42.28
亿元，有力支持地方农业产业发展。

此外，梓潼农商银行持续推进农
综站建设，不断完善站点布局，畅通服
务渠道，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系
统，提升服务质量，将群众抗旱防旱急
需、急办的贷款申请、放款、还款等业
务在农综站代办，在手机银行直办，大
大缩短等“贷”时间。

截至8月末，梓潼农商银行在全县
累计建设农综站85个，提供各类金融、
非金融服务 46 项，累计服务 2.3 万人
次，完成各类交易 7.9 万笔，让群众足
不出村就可以享受优质、高效、便利的
金融服务。 赵玥 董永木

近日，陕西南郑农商银行高台支行
为辖内高台镇蔬菜种植大户李女士发
放首笔“三秦融担贷”200万元。

今年以来，南郑农商银行高台支
行以“进、知、解”工作和名单制精准
营销为抓手，积极对接辖内小微企业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上门走访过
程中，该行了解到辖内已被确定为区
政府“蔬菜保供基地”“菜篮子生产基
地”的某农业公司，资金短缺却未向
银行申请借款。在得知该公司困境
后，高台支行根据其经营现状，精准
匹配了“三秦融担贷”信贷产品，为其

法人办理了 200 万元“三秦融担贷”，
并根据种植养殖行业特点给予了优惠
利率，仅两个工作日就完成了贷款发
放工作。

下一步，南郑农商银行将扎实推进
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走访对接和评级授信，
不断深化“三秦融担贷”合作机制，深
耕普惠金融服务，积极拓宽增信渠道，
持续推进农担贷业务合作的深度和广
度，有效践行“四心银行”担当使命，为
服务三农和助力乡村振兴贡献更多金
融力量。 谭飞 付洋清

南郑农商银行高台支行

发放首笔“三秦融担贷”

为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自主创
业增收，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
力水平，不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今年以来，广
西靖西农商银行多措并举、多方协调，
全力推进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放工
作。截至 8月末，该行已发放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2317户、金额1.15亿元。

该行积极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
汇报沟通，共同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通过发放宣传单、入户走访等多种形
式，让农户深入了解脱贫人口小额信
贷的具体内容，确保有劳动能力和贷
款意愿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应贷

尽贷”。
对符合放贷条件并有贷款需求的

农户，靖西农商银行开辟贷款“绿色
通道”，简化贷款流程，高效推动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投放。同时，该行强化
科技赋能，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获得
贷款。

为确保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使用精
准，该行严格执行贷款办理程序，切实
加强贷后管理，并做好到期贷款回收
处置，加强监测数据运用，提前提醒贷
款户按时偿还贷款，严格防范贷款集
中到期导致的大规模逾期风险。

梁雄新 骆俐羽 黄斌

靖西农商银行

推进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

近年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
磐安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磐安小吃”这
一特色产业，“接力棒”式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投放贷款 5亿元支持带动 5000
多人进入“磐安小吃”队伍，帮助他们
开设小吃门店 88家，营业收入超 2.7亿
元，成为全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先行
示范的典型案例、山区百姓走向共同
富裕的“金名片”。

该 行 专 项 推 出 产 品“ 丰 收 小 吃
贷”，支持小吃从业、门店开业人员，实
行阶梯利率优惠，最高授信可达 50 万
元。该行率先与方前镇开展党建共
建，打造全省唯一一个乡镇级“浙江小
吃之乡”，让古法制作的方前馒头、清
明粿等特色美食名扬各地；帮助尖山、

盘峰等重点旅游乡镇近 500 家“农家
乐”提升餐饮服务水平，为富民增收提
供可靠路径。同时，该行与县妇联合
作成立 50 万元“山妹子蝶变基金”，开
展全链条技能培训，不断拓展延伸小
吃产业化道路；与农业农村局合作，成
立“领头雁基金”，重点培育小吃龙头
企业、行业带头人，放大共富效应；与
供销社合作，支持“磐安小吃”新城店
开展，推动小吃向品牌化、标准化、规
模化方向发展。

该行还连续 7 年助力“磐安小吃”
美食节、“名点名小吃选拔赛”等活动，
挖掘小吃历史文化，培育提升小吃产
业，为农户提供增收致富新途径。

谢江峰

磐安农商银行

推动“磐安小吃”产业化发展

入秋时节，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兰
田村，漫山遍野的果树映入眼帘。走进
果园里，柚子、柑橘挂满枝头，满是一片
丰收之景。这片果园，是果农用心经营
的成果，也是晴隆农商银行金融“活水”
精心浇灌的成果。

2017年初，柏朝柱向晴隆农商银行
借款13万元，种植了30亩樱桃树，这是
果园的起点。2019年初，柏朝柱想要扩
大果园规模，他再次想到了晴隆农商银
行，于是向该行长流支行提交了增贷申
请，客户经理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后，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其信用额度调增
至 20万元，充分满足他的资金需求，很
快柏朝柱便获得了一笔 14 万元的借
款。从2017年至今，晴隆农商银行累计
为柏朝柱发放信贷资金 14 笔、金额 58
万元。

在晴隆农商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
以及柏朝柱的精心培育下，果树开始出

产。一波樱桃，一波李子，一波桃子，一
波枇杷，一波柑橘与柚子，四季生金。
由于水果品质较好，柏朝柱的果园不仅
广开销路，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不少就
业机会，“在果园里上班，一边能挣到
钱，一边还能照顾家，一天还有100块钱
嘞。”工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据悉，常年
在果园工作的工人有10余人，其中脱贫
户6人。

秉承着“想三农之所想，急三农之
所急，帮三农之所需，让其真正的成为
百姓‘自己的银行’”的宗旨，晴隆农商
银行的脚步从未停歇。在服务三农领
域，该行相继推出“深扶贷”“乡村振兴
贷”等低利率信贷产品，及时满足了乡
村振兴产品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成为追
梦人的“及时雨”。截至目前，该行累计
向农业产业投放贷款约 3.28 笔、金额
15.2亿元。

龙艳丽 尚清华

晴隆农商银行

资金“及时雨”助力三农“追梦人”

桑植农商银行桑植农商银行

办理办理““乡村振兴卡乡村振兴卡””信贷业务信贷业务

近日，湖南桑植农商银行西莲支行工
作人员在普惠走访中得知，受连日干旱天
气影响，湖南张家界一片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部分茶树已焦叶干黄，茶叶产量下
降，流动资金出现缺口。该支行工作人员
随即联系了公司负责人覃先生，结合实际
情况，为其推荐了“乡村振兴卡”信贷产
品，授信金额20万元，并为其开通“绿色信
贷通道”，简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长，
及时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今年以来，桑植农商银行坚守“支
农支小支微”市场定位，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将金融“活水”注入田间地头，助
力农村产业振兴，全力为县域经济发展

“增氧活血”。 皮世虎 瞿珊

随州农商银行三里岗支行随州农商银行三里岗支行

““乡湾夜话乡湾夜话””唱响唱响““金融之声金融之声””

近日，湖北随州农商银行三里岗支行
联合镇政府、市行包点部室及村“两委”开
展了“整村授信”推广会，向与会的60余名
村民发出了农商银行的“金融之声”。

会上，该支行行长乐文锋介绍“整
村授信”政策、“金融村官”罗雨讲解“荆
楚小康贷”“农 e贷产品”，村民们踊跃地
参与到“乡湾夜话”中来。据悉，自该支
行开展“乡湾夜话”以来，先后组织了5次

“整村授信”推广活动，有效解决了村民
时间不匹配、贷款难签约的问题，得到了
镇委、镇政府及广大村民的认可。 王鹏

乐安农商银行乐安农商银行

让让““贴息贷款贴息贷款””发挥发挥““大作用大作用””

近年来，江西乐安农商银行以小额
信用贴息贷款为抓手，培育内生发展动
力，通过“小贷款”发挥“大作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信用好、有创业能
力、创业困难的脱贫户送去“福音”。

流坑村脱贫户董雪亮的肉鹅养殖厂
规模一直较小，收益较低，他一直想扩大
养殖规模，但苦于资金不足。该行派驻
流坑村的金融助理了解情况后，立即上
门向董雪亮推介了“小额信用贴息贷
款”，并成功向其发放了5万元贷款。

小额信用贴息贷款政策的实施，有
效解决了脱贫户和监测户产业发展过程
中资金缺乏的瓶颈问题，以“输血”促“造
血”，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仅今年，该行
就累计发放“小额信用贴息贷款”1416
户、金额6900余万元。 冯彤 李胜平

梓潼农商银行播洒金融“及时雨”

““甘霖甘霖””抗旱情抗旱情““活水活水””惠民生惠民生

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进入
秋季，在安徽省郎溪县十字镇的秋实
农业生态农庄内，颗颗挂果的猕猴桃
被精心地裹在棕色的套袋之中，小心
翼翼地摘下，摆到盛装的箱子里面，一
批批成熟的猕猴桃就这样被农庄通往
线上和线下的渠道发往客户手中，成
为中秋送礼品尝的佳果。

郎溪秋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郎
溪县内一家专业从事生态农业产业化
和致力于品牌生态产业种植销售的新
型企业。凭借着80后周许独特的经营
策略和对于新兴自媒体的深刻认识，
不断丰富和拓展天猫旗舰店、抖音、拼
多多、微信小程序等销售渠道，为自己
的生态农业注入了科技力量。现如
今，凭借着现代化的科技流水线的运
作，该公司成为了宣城市家喻户晓的
农业龙头企业。

然而，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

干旱天气，也让秋实农业公司的秋收
工作面临着较大困难。在秋收时节，
秋实农业公司线上自采果实和线上打
包销售的双重模式，需要不断扩大生
产线并购买大量的礼盒包装材料等，
急需投入资金垫付。为保障秋收的顺
利，在入夏以来，秋实公司已在果树的
生产以及抗干旱、人工成本上花费了
大量资金，一时间，公司秋收工作面临
着资金短缺的重大难题。

迎战高温，保障今年农业秋收顺
利，稳定秋收大局是摆在郎溪县面前
的头等重要工作任务。对此，郎溪农
商银行紧密结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支
持抗旱救灾保丰收工作的通知》，迅
速组织精干力量，对全县农业生产进
行全面摸排，并对农业产业的生产情
况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及时
发放贷款，助力农民农业秋收工作顺
利进行。在详细了解秋实农业公司

全年产量、销售订单以及近年来的销
售情况后，郎溪农商银行稳稳抓住保
障秋季收获的准确定位，迅速为秋实
农业公司开辟“绿色通道”，为其争取
贷款 80万元，渡过秋收资金短缺的艰
难期。

农业生产始终是三农的命脉所
在。助力秋实农业公司、保障秋收
顺利只是郎溪农商银行在全面保障
县域秋收工作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入秋以来，郎溪农商银行始终保持
着高度的政治站位，累计走访农户达
1000 余 户 ，发 放 贷 款 402 笔 、金 额
3979.14 万元，举全行之力保秋收、保
农业、保稳定，将源源不断的金融贷
款 发 放 至 农 业 生 产 企 业 和 农 户 手
中，让更多的“黄金果”“黄金粮”成
为农户手中的“开心果”“开心粮”，
将服务三农的理念洒向了金黄的山
野田间。 孙倩茹 徐晶

郎溪农商银行开辟绿色通道

解决企业秋收资金难题

近年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常
山农商银行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打造

“浙西第一门户”的战略目标，主动与县
农业农村局、乡镇、行政村对接，签订

“共富协议”，借助“兴村贷”，实行“一村
一策”，全力以赴助力“共富果园”建设。

2020 年，常山农商银行向天安村
“‘父亲的水稻田’共富果园”发放贷款300
万元，助其搭建智慧化平台，既提高了大
米的价格又扩大了销售市场。

2021年 9月，常山农商银行向富好
共富公司发放贷款 300万元，用于支持

“千亩丝瓜络共富果园”基地建设和产
销需求。该项目直接带动村剩余劳动
力 230余人，预计年产出可超 120吨，村
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000万元。

近年来，常山县大力发展“双柚产

业”，由柚香谷公司引进日本香柚品种，
打造“万亩香柚共富果园”，在产品供不
应求后，该公司流动资金出现缺口。公
司负责人宋伟介绍说，“农商银行在我
刚创业时就帮过我一把，这次在紧要关
头又贷给我 1500万元的低息贷款。”在
常山农商银行的支持下，该公司顺利扩
充产能，今年前5个月的销售额已达1.2
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总额，基地种植面
积达12000亩。

作为乡村振兴主力军，常山农商银
行主动对接、积极介入“草坪红辣椒共
富果园”的建设，为其发放 200 万元贷
款用于基地建设、产研、物流等方面，
助力“一村一品”特色产业驶入发展

“快车道”，让辣椒成为村民致富的一
把“金钥匙”。 李琦婧

常山农商银行

让“金果银果”成为“金山银山”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是乡村全面
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自年初以来，
作为地方金融的主力军，吉林舒兰
农商银行始终坚持回归本源的经营
理念，积极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金融服务支持，致力打通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三农注入
发展动力。

为尽快将备春耕资金发放到农户
手里，今年初，该行利用“信用村”建设
和“整村授信”契机，结合辖内农业生
产实际，主动与市政府及农业部门对
接，掌握惠农政策；各支行网点对接乡

镇政府、村委会，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基层信贷人员通过电话、微信以及上
门入户调查等方式，加大对农户、种植
养殖大户、合作社、农资类小微企业的
调查摸排，并逐户建立台账，根据生产
实际为客户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截至 7 月末，该行累计发放春耕信贷
资金6.4亿元。

自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开展以来，该行通过与多
方合作，推出“畜禽活体抵押贷款”“农
户循环额贷款”等贷款产品，累计投放
肉牛养殖贷款 4.68 亿元，有效解决养
殖户的融资难题，促进当地肉牛产业

提质增效、稳健发展。
截至 2022年 7月末，该行累计配

备 ATM 等自助设备 57 台，自助柜员
机 33 台，助农金融服务站 144 个，金
融覆盖辖内 20 个乡镇街、210 个行政
村，为农民提供小额取现、假币识别、
反洗钱等服务，让农民真正享受到了
足不出村存取款、田间地头能转账的

“零距离”服务。同时，该行为客户提
供各类收支结算服务，据不完全统
计，该行每天业务高达 4000 多笔，差
错率仅在 0.5%左右，是全市金融机构
中差错最少、服务最好的金融机构。

田荣义

舒兰农商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

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

壶关农商银行壶关农商银行

信贷资金信贷资金““翘起翘起””特色产业特色产业

连翘是山西省壶关县南坪头坞村的
特色中药材。近年来，南坪头坞村注册
成立了连翘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壶关农商银行在对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
的同时，对于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等
环节给予更多关注。该行利用自身的宣
传平台为其引流，不断扩大连翘茶的知
名度，将其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银
企”合作共赢。

除此之外，该行还向其增贷了30万
元的信贷资金，以助合作社不断发展壮
大。截至目前，该行涉农及小微企业贷
款净增 5.19 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净增
7.37亿元，这为壶关县乡村产业发展提
供了强劲的金融支撑。 王喆

宁明农商银行宁明农商银行

小额信贷助农走上致富路小额信贷助农走上致富路

近年来，广西宁明农商银行为“四个
不摘”政策，持续推进小额信贷工作，积
极向群众宣传通过小额信贷发展高效种
植、养殖和自主经营，让“小贷款”发挥

“大作用”，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蒙伟成是宁明县下州村有名的养羊
专业户，以贷款1万元起步，在扩大规模
时，正好又遇到“小额信贷”，在宁明农商
银行 5万元贴息贷款的帮助下，其养羊
规模向前迈进关键一步，日子越过越红
火。在宁明县，像蒙伟成这样通过小额
信贷走上致富路的人还有很多。仅今
年，该行已发放脱贫人口小额贷款 1773
笔、金额8705万元。 曾敏丽 胡循锋

榆林农商银行榆林农商银行

上门服务暖人心上门服务暖人心

近日，客户李女士来到陕西榆林农商
银行营业部办理定期存款支取业务，经工
作人员核实，该笔存单是其父亲名下存款，
虽已到期，但也只能由本人携带身份证前
来办理。

经了解，其父亲因病瘫痪在床无法亲
自前来，便委托其女儿李女士办理。随后，
该行工作人员前往李女士家中，当面核实确
认，并及时为其办理支取手续。工作人员的
贴心服务获得了李女士及家属的高度认可，
并多次表示感谢。据悉，自“为老年客户及
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体上门服务行动”开展
以来，该行共为老年客户和行动不便的困难
群体上门服务350余次。 张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