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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
为民谋福祉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宏“兔”展骏业，普惠“绣”蓝图。又到一年迎战“开门红”
的忙碌时节，此时此刻的山东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处处
焕发着“春的气息”，干部员工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心怀“普惠
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使命，各自奋战在工作岗位上，无
不展露出沪农商村行人勤劳、质朴、奋进的金融本色。

元旦前夕，该行就对迎战“开门红”的各项工作作了全面部
署，积极响应、持续深化主发起行——上海农商银行“服务乡村
振兴、服务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号召，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引领力、创新力和发展力，充分发挥每一名干部员工的力量，在

“细”中做，在“实”中干，聚焦全年重点工作，奋力冲刺。
元旦前夕，作为济南市第十八届人大代表，该行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李军昌满怀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参加了济南市第十
八届人大代表会议，不仅把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在服务
乡村振兴、服务槐荫实现共同富裕上提出的新理念、采取的新
举措和取得的新实效带到了会场，向与会领导和参会代表们
作了重点汇报，还凭借个人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以及对市场
经济发展的长期研究和判断，对济南市的经济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高站位、高水平、高要求地履行了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

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成立十年以来，深刻秉承“普惠
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使命，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战
略发展思想，在助力政府提升社会治理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中，持续贡献“沪农商智慧”，文化助农，产品兴农，队伍强农，
勇当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排头兵”“生力
军”“先锋队”，在创新中提升金融服务品质，持续激发内生动
力，立足槐荫，普惠民生，尽显“小银行 大智慧”，致力将济南槐
荫沪农商村镇银行打造成为一家“利民为本、为民造福”的银
行。走在济南市槐荫区的大街小巷上，一间间整齐划一的商
铺，备足了各式各样的年货，前来采购年货的人们，络绎不绝，
车流声，音乐声，不绝于耳。

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济南沪农商村镇银行微小团队长
李硕带领着客户经理沿街推广村居业务、宣讲金融知识。据
李硕介绍，春节将至，是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业务最繁忙
的阶段，也是广大客户资金需求最迫切的时段，“我们已提前
两个月，以“预授信”的方式，向广大客户提供“消费备用金”

“生意周转金”“年货储备金”，全力满足广大客户的资金需
求！”据悉，自 2022年 11月以来，李硕带领团队成员已完成预
授信30户、金额2500余万元。

走进该行吴家堡支行，据支行长崔其国介绍，元旦以来，
前来办理存取款业务和兑换新钞的客户明显增多。“为了满足
广大客户的需求，我们不但储备了一批新钞，还准备了口罩等
物资，向环卫工人及来往行人免费提供休息座椅和热水，在优
化服务环境的同时，更好地提升客户体验。”支行长说道，“尤
其是‘迎战开门红’以来，我们支行全体人员士气高涨，每个人
都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服务工作和业务发展中，以全新的精神
风貌优品牌、树形象。” 闫文睿

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
同心奋战“开门红”金融服务暖民心

一大早，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就敞开大门，亮起了新
年的“第一盏灯”，营业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干劲十足，搬桌
子、挂横幅、摆放金融知识宣传手册……忙得不亦乐乎，不一
会儿，一张整齐喜庆的“红色套系”宣传台就成型了，这下吸引
了数名路人驻足观望。

“叔叔阿姨们，过年好！我们银行“首季开门红”活动开始
啦，欢迎大家进来参观。”伴随着大堂经理满怀热情的招呼声，
客户们陆陆续续地走进该行营业大厅。厅内，一副副春联、一
张张“福”字、红灯笼、中国结……喜气洋洋的气氛扑面而来。

“你们这里的年味儿真的好浓厚啊，布置得太好看了！”前来办
理业务的百姓纷纷交口称赞。

在“首季开门红”活动中，该行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从细

微处入手，通过“一杯热水”“一个微笑”，开展营销服务，做百
姓身边有温度的银行，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树立良好的品
牌形象，为各项指标的完成奠定基础。

在新年晨会上，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全体干部职工
擘画新年蓝图，畅想美好未来。大堂经理王思说道，“今年我
要在厅堂服务上下功夫，除了日常的暖心服务外，还要提供电
话回访老客户的增值服务，增加更多的转介绍客户，提升服务体
验感。”客户经理何宁说道，“我要有效转化去年积累的客户资
源，及时了解客户的存贷款需求，第一时间安排落实，加大服务
力度，争取今年超额完成任务！”窦店支行负责人王潇说道，“我
今年要更多地下社区、下村居，真正让百姓了解村镇银行、认可
村镇银行，遇到困难和问题第一时间能够想到村镇银行，真正把
村镇银行的品牌打出去。”站在蓄势待发的起跑线上，全体干部
员工立下“军令状”，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统一思
想，充满激情地踏上了“首季开门红”的冲刺赛道。

该行董事长吴景迪在会议上强调，“首季开门红”已拉开
帷幕，全行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增强信心，争做顶风前行的“划桨人”，用最饱满的工作热
情和真情服务为社会各界提供坚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持续为
创建“全国百强村镇银行”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崔超

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
“兔”飞猛进 决胜首季“开门红”

年初以来，山东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全行上下掀起决胜
首季“开门红”的热潮，在各项业务“新赛道”上，全员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突出工作重点，以“厅堂营销”“村居业务”为总
抓手，全力奋进首季“开门红”。

1月3日，该行召开专项会议，安排部署首季“开门红”各项
工作。会上，该行董事长刘勇作了动员讲话。他强调，在首季

“开门红”活动中，要念好“早、快、勤、拼、细”五字诀：坚持“早”字
当头，掌握主动，抓住机遇，做到早部署、早行动、早见效；坚持

“快”字为王，以更快速度，抢抓业务发展机遇；坚持“勤”字为先，
发扬三种精神，勤走访，多沟通，把“村居”工作做深、做透、做实；
坚持“拼”字为要，拿出最大拼劲和干劲，全力以赴打好开局战；
坚持“细”字为基，把各项准备工作做足做细。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做好服务乡村振兴、
服务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工作，要为广大农户提供充足的资金
保障。这就要求领导干部靠前指挥、挂图作战，针对重点工
作，制定科学有效的战略应对方案，持续创新工作方式，不断
激发工作新思想，提振村镇银行的禀赋优势和后发优势，坚持
走支农支小特色化发展道路。强战略、强队伍、强服务，聚焦
争创一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大干、苦干、精干的实干精
神，助推全行业务发展再上新台阶。

围绕首季“开门红”目标任务，该行“线上+线下”工作齐头
并进，全面打响阵地攻坚战。在线上，该行工作人员通过微信
朋友圈、美篇、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工具，进一步宣讲防范电信
诈骗、正确选择理财产品、提高反洗钱意识等金融知识，切实
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让该行金融产品优势在客户群里被看
到、短视频平台被听到、朋友圈上被刷到。在线下，总行营业
部、新华支行、烟店支行结合实际，从产品宣传覆盖、厅堂节日
氛围、功能分区、动态管理、员工服务意识等方面“扮靓”厅堂，
烘托营销氛围，不间断开展主题营销活动，以“进门有礼”“农
情过年礼”等活动为切入点，带动推广低成本存款，增强客户
黏性。此外，该行通过厅堂布置、网格化服务等形式开展集中
宣传，营造红红火火的活动气氛，真正将优质的金融服务送到
客户身边、送进客户心里。

针对元旦、春节消费特点，围绕节前采购、节后生产、物资
商品集中流通、社会群体集中消费等活动中的合理有效信贷
需求，该行明确业务发展主体责任，提前储备潜在优质客户资
源，将贷款投放作为当前一项重点工作，力保目标明确、思路
清晰、措施有力，科学分配目标任务、强化考核机制，充分调动
全员贷款投放积极性，力求通过更为深化、细化的工作目标，

助力临清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该行对辖内的个
体工商户、农户等群体主动

上门、逐户走访，加大生产经营类及消费类贷款投放力度，充
分发挥该行在产品和放款流程上的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和办
贷效率。 柳俊杰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
“真金白银”助农户 全力奋战“开门红”

为下好 2023年“先手棋”，切实做好首季“开门红”业务
发展工作，湖南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牢牢把握工作导向，提前
做好工作部署，全行上下团结一心，以“百米冲刺”的状态，铆
足干劲，全力奋战“开门红”。

“元旦期间，你们的客户经理就开始提供上门服务了，你
们的服务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到位了。”东岗村村民汤大哥紧紧
握着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王伟锋的双手，满面笑容地称
赞道。据悉，汤大哥在当地乡镇上做自建房的防水工程项目，
因新冠病毒影响，工程施工进度较为缓慢，部分工程款没有结
算到位，急需筹措资金，为民工们结算劳务费用，好让民工们
过一个幸福安稳的春节。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客户经理元旦
期间走访村居时，了解到汤大哥的情况后，立刻将该客户纳入

“便民贷”白名单。在该行客户经理的现场指导下，汤大哥现
场扫码申请贷款，仅用三分钟，汤大哥的手机便显示信用贷款
额度 10万元，并当即办理了提款，用最快的时间，解决了汤大
哥的燃眉之急。汤大哥对该行的便捷产品以及客户经理专业
高效的金融服务赞不绝口。

元旦以来，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微小团队以高度的责任
心，加快贯彻落实首季“开门红”的工作要求，加班加点开展走
街道、入社区、进村居工作，忙得“连轴转”，累到“腿打颤”，网
格化实地了解村民们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和经营困难，及时为村民们解忧纾困。短短一周的时间，该行
走访了浦口镇、东富镇、茶山镇等 30余个村组，并利用晚上的
时间，写贷前调查报告、整理信贷档案，加快贷款审批投放，以

“真金白银”助力乡村振兴、帮助广大村民度过一个安乐祥和
的春节。截至1月10日，该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50余笔、金额
1400余万元。

乡村振兴工作等不得、慢不得、误不得。为了更好地服务
乡村振兴，让广大小微企业、三农客户更加有力得保障资金充
足、促进经营生产，让农业变得更强、农村变得更美、农民变得
更富裕，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提出了“增氧计划”和“滴灌工
程”，助力广大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实现“开门红”，在主发起行
上海农商银行的支持下，该行利用大数据风控等科技力量，为
农村客群量身定制了“便民贷”产品。该产品无需提供纸质资
料，操作简便，随借随还，实时提款，竭力为广大农户解决资金
需求。为提高信贷需求响应质效，该行还进一步优化了操作
流程，在科技赋能基础上做“减法管理”，把服务送上门，让村
民客户“少跑腿”。

受新冠病毒影响，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针对即将贷款到
期的存量贷款客户，逐一了解其生产经营和资金回笼情况，向
有困难的贷款客户提供“无还本续贷”，贷款额度能提则提，贷
款利息能降则降，贷款期限能延则延，不仅降低了贷款客户的
融资成本，还解决客户“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有
效提升了该行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春节临近，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积极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让困难群众进一步体会到来自村镇银行的关心和关爱，并为
社区居民免费赠送口罩等新冠病毒防范物资，引导居民提升
自我防范意识。此外，该行积极开展“写春联 绘福字 送祝福”
活动，为客户送上手写的春联，把广大居民群众对生活美好的
向往，通过笔墨神韵变成喜庆的祝福，送进千家万户。 刘欢

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银行
全力奋战“开门红”助推乡村振兴开新局

提效又提质，奋战“开门红”。云南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
银行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主发起行上海农商银行的
战略引领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面貌和“闯”“创”“干”的奋进
姿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坚实的步伐，打好业务基础，瞄
准三农发展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摸实情、鼓干劲、送服
务，全力确保服务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竭力为隆阳
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年初以来，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银行早谋
划、早部署，以组建营销团队、扎根乡镇、逐个

推进的方式，将“整村授信”与网

格化村居业务拓展融合共促，精耕细作，为乡村振兴开好新
篇章。

该行结合乡镇地域特征，积极主动与乡镇政府沟通协调，
建成“与政府联合推动，村支两委协调配合，群众广泛参与”的

“整村授信”工作格局，以开展走访慰问、金融知识宣传、志愿
行动等活动的方式，向农户宣传普惠金融知识，将金融服务送
到农户家中，为农户上门建立档案，办理授信、开卡、收单、办
理贷款等业务，真正解决了农户融资难问题，缓解了银行与农
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供需矛盾。

“沪农商真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星，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提升
有望了！”水寨乡新路村村民马某开心地向该行客户经理表示
感谢。马某是隆阳区水寨乡新路村脱贫户，因种植烤烟技术
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马某多次想要扩大烤烟种植规模，但
因马某配偶是缅甸人，多次申请贷款被拒，缺少资金支持，马
某种植烤烟的“发财梦”破灭了。该行在开展“整村授信”过程
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通过实地调查，对马某进行了 10万元的
授信，贷款发放后，马某扩大了烤烟规模，变成了当地的烤烟
大户。

水寨乡位于隆阳区的偏远山区，下辖10个行政村，103个村
民小组，马某只是水寨乡“整村授信”中收益的一员，目前，该行
已为水寨乡村民建档418户，授信82户，授信总额162万元。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银行摸
索出适合客户需求的合作新模式，为农户提供更满意的金融
服务。该行积极开展走访活动，进村入户，找准农户症结，精
准施策，为农户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和服务支撑。在开展
村居业务工作中，该行发现农村居民不仅缺乏生产资料，还缺
乏现代化的种植养殖经验，存在着终端市场狭窄的现状。根
据客户实际需要，该行不仅给予客户信贷支持，还积极为客户
联系本地有先进种植养殖经验的公司、合作社等，为农户传输
经验；并联系多家肉牛、生猪收购商对农户实行订单式收购，
解决了农户从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条上的各种问题，节约了
农户生产成本，扩大了生产收益，该行也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意
义的“贷款人”向“投资人”的角色转变。

“沪农商村镇银行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养殖技术提高了，
生产率高，销路还畅通了！”养殖大户赵某满意地向该行客户
经理竖起了大拇指。据悉，赵某是隆阳区汉庄镇的村民，养殖
肉牛、生猪多年，因资金不足，养殖规模一直较小，且养殖技术
趋于传统，肉料比偏低，销路单一，因此一直被收购商压价收
购。该行在开展村居业务时，发现赵某的困难，在对赵某授信
30万元后，主动帮助其联系了隆阳区某养殖厂，对赵某进行了
技术指导，赵某接受专业培训后，生猪肉、牛肉料比得到提高，
该公司还与赵某签订了收购协议，赵某的生猪直接销售到该
合作公司。自此以后，赵某的养殖规模扩大，从以前的年出栏
200头扩大到年出栏400多头，没有了中间商贩赚差价，赵某的
收入也得到了明显提升，走上了养殖发展“快车道”。

宝某是隆阳区潞江镇的村民，经营超市 6 年有余，新
的一年需要进货，但经营资金紧缺，正犯愁时，得知该行在
潞江镇开展业务，便向该行提出贷款申请。该行客户经理
现场调查后发现，宝某采货渠道单一，运营成本较高，且
由于潞江镇超市众多，近年来受疫情影响，流动人口减
少，市场竞争压力大，在沟通中，该行客户经理得知宝某家
庭和睦、信用良好，持续经营意愿强烈，在综合整体情况评
估下，给予了宝某 20万元的贷款支持，并帮助宝某寻找多家
市级代理供货商，有效降低了宝某的运营成本。此外，该行
还主动帮助宝某联系了潞江镇政府、学校以及几家大中型
企业，促使宝某与之签订了供货协议，拓宽了终端
市场面，缓解了销售压力。“你们的贷款真
是雪中送炭，还帮我解决了成本和销
路问题，真是把好服务送到我
的心里面了！”宝某对客
户经理连声道谢。

毛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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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农商村镇银行金融服务暖人心沪农商村镇银行金融服务暖人心

编者按：迈入崭新的2023年，朝气蓬勃的沪农商村镇银行在主发起行——上海农商银行的战略引领

下，持续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肩负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使命，以时不我待、踔厉奋发的姿

态，在服务乡村振兴和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广阔天地中，多样化塑造、践行和传播“沪农商智慧”，持续构

建“沪农商模式”发展新样本。

永远的“接力赛”，不变的“三农心”。面对新的征程、新的挑战，35家沪农商村镇银行争做普惠金融

的“长跑者”、农村金融的“竞跑者”和创新发展的“领跑者”，在坚守中实现“梦想”，在奋斗中践行“使命”，

巩固农村金融“排头兵”“生力军”“勤务兵”的市场地位。

大展宏“兔”，振兴新乡村。35家沪农商村镇银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促发展，充分发挥自身

地域熟、农情熟、产业熟、人脉熟的“基本功”，把高品质金融服务摆在高质量发展的最前端，做到举措更

务实、情感更专一、目标更精准，以实际行动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值好班”“站好岗”“履好责”，奋战“开

门红”，创造新佳绩。

临清沪农商临清沪农商
村 镇 银 行 喜 迎村 镇 银 行 喜 迎

““开门红开门红””

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装点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装点““红色套系红色套系””宣传台宣传台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迎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迎““福福””进门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