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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信（绵阳）

以金融力量助力抗疫稳企

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四川农信（绵阳）坚决贯彻落实各级
党委决策部署，指导辖内行社迅速行
动，坚持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两手
抓、两手硬”，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护航。

四川农信（绵阳）积极践行“一个
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要求，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
开展志愿服务，共筑疫情防控屏障。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四川农信（绵阳）
成立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突击队
148个，设置党员先锋岗338个，开展疫
情防控知识宣讲302场次，参与党政部
门和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 995 人
次，捐赠盒饭、矿泉水、口罩、消毒液、
洗手液等物资2712件次。

与此同时，四川农信（绵阳）积极
落实稳经济和金融纾困各项政策措
施，指导辖内行社综合运用两项直达
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单列信贷计划、
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切实
减费让利等方式，增强疫情防控的金
融供给能力，持续强化对重点领域和
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市场主体的金
融支持力度。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
全辖投放纾困解难企业贷款 2.3 亿
元，切实缓解企业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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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尧都农商银行党委在省联社党
委、临汾审计中心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

“喜迎二十大”为契机，围绕“实、深、严、
细”四字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探索“党建+业
务”全面融合，实现业务发展到哪里、党
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支部堡垒作用
就体现在哪里、党员先锋模范就表率在
哪里，用亮眼的业绩标注党建成果，用党
的制度优势为可持续发展护航。截至 8
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较年初新增
43.03亿元，完成目标的113.25%；实体贷
款余额达 441.8 亿元，较年初净增 27.35
亿元，完成目标的128.43%。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命力，把党
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全行员工的生动
实践，在旗帜引领下重塑一流生态。

党建工作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是贯穿始终的、而不是一时一事的。尧
都农商一行将党建工作全面落实、党的
要求全面落地，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蓬勃向上的文化生态，激发出农信事
业的持久生命力。

在政治学习上下实功。该行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党委
中心组理论学习，依托“学习强国”等平
台，构建“线上”学习矩阵，保证党史学习
教育不留“盲点”和“死角”。

在组织建设上出实招。该行以建设
“五强”党支部为目标，进一步完善考核办
法，将27个党支部打造成27个政令畅通、
执行有力的“战斗堡垒”；全面激活党员的
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党员自觉认领
高于普通员工的任务目标，把383名党员
打造成383名敢战必胜、敢打必赢的“排头
兵”；在一线“党员示范岗”，该行今年仅用
两个多月的时间营销储蓄存款4.83亿元，
占储蓄存款增量的24.6%，为全行树标立
杆，真正体现“党员就是不一样”。

在作风建设上见实效。尧都农商银
行积极探索“机关事业化”，机关部门员
工以“业务营销为主、日常工作为本”，匹
配存款、贷款、风险资产清收、保险营销
等全方位业务指标，深度挖掘自身资源，

全面激发营销活力。从亲朋好友的消费
需求挖起，从身边商户的经营状况算起，
在两个月时间内，机关和事业部推荐个
人新增贷款1350户、金额3.41亿元，企业
贷款23户、金额7.8亿元。

党建做“深”了就是竞争力，把党
的优良传统转化为精准营销的内生
动力，在服务百姓中重塑规模效益。

密切联系群众既是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农商银行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面
对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尧都农商银行
认为，与群众的联系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与群众的感情只能加深，不能淡化。

（下转2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
力量的强大支持。“十四五”期间，湖北
恩施州农商银行累计投放 500亿元支
持全州乡村振兴，恩施州农商银行全
体干部员工积极响应号召，迅速贯彻
落实，以实际行动践行“小微金融‘店
小二’·乡村振兴主办行”。

今年以来，恩施州农商银行紧紧围
绕省联社党委和州委、州政府经济工作
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坚持以责任银行、合规银行、智慧银
行“三大银行”建设为主线，结合市场主
体所需，紧扣人民群众所盼，竭尽所能，
全力服务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截至 8
月末，恩施州农商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580亿元，比年初净增 88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 397亿元，比年初净增 52亿元，
存贷款市场份额均位居全州银行机构
首位。

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是“恩施玉露”
茶叶的原产地，近年来，恩施州农商银
行“量体裁衣”，创新推出“龙头企业+小
微企业+鲜叶收购商+基地茶农+农资
供应商+茶业经销商”的产业链定制服
务模式，不断为芭蕉注入金融“活水”。
今年以来，该行累计为该乡投放茶叶产
业贷款 1.2亿元，为 162家茶企、800余
户茶农解决融资问题，辖内85%以上的
茶农及茶企都获得了农商银行的信贷
支持。

宝贵的信贷资源要用在“刀刃
上”。今年以来，面对重重压力一些实
体经济举步维艰，恩施州农商银行本着

“替政府分忧、为企业解难”的原则，坚
决做到“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及时
落实兑现各类金融惠企政策。

产品的不断创新，“真金白银”持续
投入的背后，都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保
障。恩施州农商银行减费让利能减尽
减，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费让利 6100万
元；延期还本应延尽延，累计为辖内中
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2881笔、
41亿元。同时，该行用足用活人行再贷
款政策，立即争取再贷款 8亿元、余额
28亿元；充分用好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政
策，新增创业担保贴息贷13亿元、支持
6524人创业、带动1.5万人就业。恩施

州农商银行坚决把各级的金融优惠政
策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与市场主体、与
人民群众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支农支小是农村金融主体义不容
辞的使命。恩施州农商银行凭借多年
在小微金融方面的探索，致力于加强

“银企、银担、银政”等合作，为小微企业
融资提供支持，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合力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为向更多的市场主体和普通农户
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恩施州农商
银行推进“863”整村授信工作，派驻331
名“金融村官”，深入全州所有行政村及
社区，宣传金融知识、探访金融诉求、推
广金融产品，上门提供金融服务。在宣
恩县伍家台村，宣恩农商银行先行先
试，逐户上门服务，开展整村授信工作，
累计建档544户，建档率达到98%，用信
余额1059万元。截至8月底，恩施州农
商银行“整村授信”累计建档 29万户，
预授信20万户，预授信金额78亿元，用
信余额13亿元。

“这下开民宿启动资金有着落了，
而且利率低、期限长、还款压力小，真是
帮了我们大忙。”退役军人徐晓明在获
得恩施州农商银行19万元创业担保贴
息贷后高兴地说。

为实现银行与市场主体双赢，今
年，恩施州农商银行广泛调研市场需
求，结合恩施实际，因地制宜，创新推出

“贴息贷、烟叶贷、硒茶贷、公仆贷”等十
大信贷产品，全力打造“微贷”绝对主业
地位。

与此同时，恩施州农商银行重拾
“挎包精神”，全员上门服务，积极对接
行政村农户、社区居民、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结合融资
主体需求，为其推荐适宜的信贷产品，
做到“应访尽访、应贷尽贷、应贷快
贷”。截至 8月末，全州农商银行小微
贷款余额 161 亿元，较年初净增 53 亿
元；小微户数10万户，较年初净增3万
户。此外，通过“3分钟申贷、零人工干
预、一键式提款”人性化的服务，极大地
增强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
便利度，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好评。

覃磊 李银平

恩施州农商银行强化责任担当

做“乡村振兴主办行”

今年以来，广西农信社全面贯彻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重要要求，以及稳住经济大盘“一揽
子”政策措施，聚焦“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年初既
定的“八篇大文章”和“六场攻坚战”目
标任务，锚定目标，明确责任，精准推
进，全力以赴支持地方经济稳增长。截
至 8 月末，广西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
968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7311亿元，主
要经营指标稳步增长，持续保持全区同
业第一，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农信系统平
均水平。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
稳当金融主力军

广西农信社切实加大三农领域金
融支持力度，坚持优先满足三农种养贷
款需求，鼓足农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和“钱兜子”，并大力支持发展现代生态
农业，重点支持粮食、水产畜牧、林业、
水果、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和农产品加
工业，切实打造“离农村最近、与农民最
亲、为农民服务”地方特色品牌，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涉农贷
款、农户贷款、脱贫人口小额贷款等三
项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指标保持全区第
一。截至目前，广西农信社涉农贷款余
额 4553 亿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余额
185亿元。

聚焦地方经济稳增长
信贷投放精准有力

广西农信社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精准加
大对各级重点项目、民营、工业企业、
制造业、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信贷
支持力度，为地方经济稳增长提供强
劲金融支持。广西农信社坚持“项目
为王”，以“深耕八桂、立足三农、振兴
乡村、细作小微、衔接城乡、重龙特
优、降险提质、改革增力”32 字战略导
向 ，积 极 融 入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大 局 。
先 后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
商务厅、柳州市人民政府、自治区供
销社等签订政企合作协议，累计支
持各级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四个
一百”“双百双新”、西部陆海新通道
项目（企业）558 个，贷款余额 520.52
亿元。

聚焦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勇当金融排头兵

广西农信社坚持保市场主体、稳经
济增长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
支持力度，用好用足“桂惠贷”和人行
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桂惠贷”更精准
滴灌实体经济，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持
续增量、扩面、降价。小微企业贷款、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桂惠贷”等三项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标保持全区第
一。截至目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570 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526亿元；今年前 8个月，累计投放“桂
惠贷”金额 603 亿元，直接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超 12亿元。

聚焦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广西农信社组织全区农合机构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集中开展“庆
七一、强党建、铸品牌”党建月活动，搭
建擂台“比武”切磋，举办全区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争做‘三个排头兵’喜迎党的
二十大”主题党课比赛，进一步铸牢农

合机构的“根”和“魂”，进一步提升基层
党建的“质”和“效”，进一步深化党员干
部的“信”和“行”，持续抓实抓细基层党
建工作，为凝心聚力建设壮美广西、加
快建设“区域一流、全国农信领先‘六
好’银行”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这是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做好
金融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广西
全区农合机构将坚决保持政治定力，
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统筹改革、发展、安全三件大事，做到

“稳”有举措，“进”有标尺，严格按照全
区农合机构三季度业务经营工作调度
会部署要求，坚守市场定位，全力支持
地方经济稳增长；奋力推动化险改革
工作落地落实；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工
作执行力和落实力；坚持和加强党的
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将
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将工作劲头调
整到最大，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再部署、
再推进、再督促、再落实，统一思想、全
力以赴、迎头赶超，以非凡的拼劲、闯
劲、狠劲、韧劲、冲劲，全面完成 2022
年各项任务目标。

秦统伟 覃达美

广西农信社聚焦目标任务

全力以赴支持地方经济稳增长

为有源头活水来
——山西尧都农商银行实现党建与业务高质量融合

作为地方金融排头兵、农村金融主力军和普惠
金融引领者，浙江宁波农商银行系统靠前站位、主
动服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浙江省委、
省政府关于稳经济大盘各项决策部署和稳进提质
攻坚行动要求，紧紧围绕浙江“两个先行”目标，全
面助力稳住经济大盘。目前，全市农商银行系统小
微企业贷款户数 12.85万户，较年初新增 4209户；贷
款余额 2443.36亿元，较年初新增 453.87亿元，增幅
22.81%。

发挥地方金融排头兵作用
当好政策响应急先锋

宁波农商银行系统树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政府免息贴息
政策，第一时间出台“稳链助企纾困”硬核措施，通
过专列信贷额度、实行减费让利、落实延期还款、
开通绿色通道等举措为实体经济发展“输血补
气”，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如辖内鄞州农村合
作银行发放 2500 万元公司贷款利息折扣券和 3000
万元零售贷款权益券，北仑农商银行对外贸企业
境内付汇“零费用”，宁海农商银行新发放小微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 160 个 BP，累计让利
3500万元。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宁波管理部加强与该市经
信部门沟通协调，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施精准
对接服务，目前已向该局推荐“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和培育企业合计 40 家，授信专精特新企业
730 户，贷款余额 82.12 亿元。同时，该管理部加强
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度合作，持续开展“助商惠
民”放心消费场景建设工作，深入开展“百圈千场”走访对接行动。今年以
来，累计信贷支持 7254家放心消费创建单位，利息优惠 3855.11万元。

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当好信贷支持急先锋

宁波农商银行系统推进“金融支持百万市场主体”专项行动，形成“网格化”
走访工作机制，结合“三服务”2.0版，开展驻勤驻企工作，通过进社区、进市场、进
园区、进商会、进协会，了解收集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及小微企业主金融需求。
并以“小微易贷”等线上产品为抓手，提升营销走访质效，目前已授信 9907户。
如辖内宁海农商银行建立“周二驻勤、周四助企”工作机制，组织300名“红马甲”
队员、承诺3小时响应客户需求、保证1天完成业务审批，提供“7×24”金融服务；
北仑农商银行开通“码”上工作室，建立“1+1”全天候服务机制，即1家支行、1名
业务骨干、24小时提供金融服务。 （下转2版）

经营水果生意多年的胡女士近期有意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业务但苦于资金不足，安徽天长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立即为她办理了50万元“商e贷”，送来金融“及时雨”。一直以来，天长农商银行高度重视小微市场主体金融需
求，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以精准“滴灌”方式倾力支持小微商户发展，切实打通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图为天长
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到胡女士的水果店进行贷前调查。 吴飞 谢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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