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4 视点

E-mail：
zhgnxb@126.com

2018 年 5 月 15 日
编辑：
吴叶琪

中江县农信联社力推金融产业扶贫

盱眙农商银行创新机制求实效

累计投放七千万扶贫贷
◎ 本报记者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江
得到切实满足。
苏盱眙农商银行紧扣地方政府“帮扶到
小额扶贫贷款的发放是金融扶贫
村、措施到户、资金到人、责任到位”的
的重点，该行采取网格化管理方式，根
工作要求，突出低收入农户和经济薄弱
据当地扶贫办提供的扶贫户名单，组织
村“双增”目标，鼓励和扶持贫困户发展
信贷人员开展走访调查，了解农户资金
生产、创业就业助推脱贫，加大力度抓
需求情况，及时登记授信，
做到
“贷款计
推进，创新机制求实效，确保金融扶贫、 划早安排，
扶贫项目早落实，
贫困农户早
金融脱贫工作取得实效。截至 2018 年
受益”
。在充分了解农户需求的同时，
该
一 季 度 ，该 行 累 计 投 放 扶 贫 贷 款
行更进一步提高农户扶贫贷款投放精准
7098.64 万元，
受益农户 2363 户。
度，
确保扶贫措施更惠农，
切实提高对建
为形成精准扶贫合力，盱眙农商银
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的精准支持。此外，
行主动加强与地方扶贫办联系，把握最
为切实提升服务质效，盱眙农商银行进
新的扶贫政策，讨论制订精准扶贫方
一步简化贷款流程，整合贷款资料，与
案。在最新政策的基础上，该行进一步 “阳光信贷”工程相结合，及时完善信
修订完善扶贫贷款管理办法和扶贫工
息，合理调整授信，并实行限时办结承
作意见，将单户扶贫贷款额度由 2 万元
诺，对于符合条件的小额扶贫贷款，当
（含）提高到 5 万元（含），并将小额扶贫
天申请、当天办结。截至 3 月末，该行
贷款规模单列，不受贷款规模限制，确
扶贫贷款余额达 1.15 亿元，为实施精准
保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有资金需要就能
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资金保障。

李道海 通讯员 孙晓芸

在走访过程中，盱眙农商银行积极
听取农户意见，针对农户多元化融资需
求，该行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一批切实
可行的金融扶贫产品，解决农户担保难
等实际难题。根据农村土地加速流转
的实际，该行在吸取先进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
林权抵押贷款等，开办农村产权房抵押
贷款业务，为贫困户创业道路奠定了基
础。同时，针对光伏产业的不断发展，
该行积极探索创新，推出“绿色环保扶
贫贷”，精准对接光伏发电产业，不仅为
农户带来收益，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绿色环保意识的提升。目前，该行已累
计 投 放“ 光 伏 贷 ”163 笔 ，金 额 共 计
1166.98 万元。
今年以来，盱眙农商银行根据县域
规划，从低收入农户增收和片区扶贫开
发入手。在农户增收方面，该行力求因

户施策，针对农户实际需求，建立帮扶
长效机制，联系县职业技术学院帮助技
能培训、构建园区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的
平台对接，助其贫困农户务工增收。在
产业扶贫方面，该行侧重以点带面，重
点围绕生态龙虾、绿色稻米、高效园艺、
健康畜禽、道地药材和休闲观光等主导
产业，加大力度培育和支持合作社、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重
点服务“大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充分发挥产业扶贫、
项目扶贫的“引擎”作用，以务实有效的
举措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并通
过信贷“杠杆”作用让贫困农户得到实
实在在的实惠。针对支持片区扶贫开
发方面，盱眙农商银行贴近县域规划，
大力支持黄花塘革命老区和西南岗两
大重点扶贫片区建设，以信贷力量助力
片区整体脱贫。

吕梁市农信社

新增6.1亿扶贫小额贷款
日前，山西省吕梁市农信社在深
度贫困县临县召开脱贫攻坚现场工作
会。据悉，该农信联社今年将新增 6.1
亿元扶贫小额贷款，实现对当地符合
条件、有贷款意愿的“四有两好”建档
立卡贫困户应贷尽贷。
该市农信社以“政银联动、风险共
担、多方参与、合作共赢”为思路，深化
建档立卡贫困户搜集基础信息资料、
评级、授信“三个全覆盖”工作，深入实
施“客户经理进村入户行动计划”。他
们通过加强与贫困村“两委”班子成
员、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的沟通，精准对
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其送去金融知
识、信贷资金、扶贫政策和致富信息。
同时，他们对符合信贷条件、有发展生
产资金需求、尚未贷款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确保信贷支持力度不减、速度不
降、节奏不慢。
为摆脱“惜贷、惧贷”的阴影，该市
农 信 社 将“ 降 低 门 槛 ”变 为“ 破 除 门
槛”，强化贷前、贷中、贷后各环节全流
程管理，并开通“绿色通道”解决好“最
后一公里”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强
化考核激励机制，用好扶贫小额信贷
尽职免责政策和扶贫奖励政策，抓住
“减压”
“ 松绑”
“ 加油”关键环节，减轻
广大客户经理的思想包袱，打破瓶颈
快速投放。
郭永德

公主岭农商银行

举办首届微课展演大赛
近日，吉林公主岭农商银行组织
召开首届微课展演大赛暨后备人才微
课分享活动，由此开启该行“微学习、
微课程”
的新时代。
此次比赛以后备人才、内训师、特
种兵、
新员工为主要参与群体，
57 名参
赛选手，
占该行现有大学生员工总数的
21.5%。通过培训、
实操、
选题、
制作、
初
审、
展演等环节，
择优选出 20 个微课作
品参加决赛。微课作品选题范围包括：
运营管理、
电子结算、
信贷业务、
营销服
务、安全保卫、办公软件、风险管理等。
此外，
选手参赛作品既充分展现了个人
业务的技能和专长，
又体现出了思维逻
辑连贯性、运用概念准确性、内容观点
一致性，
颇具才能和创意。
近期，公主岭农商银行还将陆续
开展后备人才座谈会、业务与服务技
能大赛、读书分享会、管理和专业人才
选拔等团队素质提升和人才梯队建设
活动，竭尽可能地为青年员工搭建展
现自我的良好平台。
刘 慧

喀喇沁旗农信联社

借旅游节宣传金融知识
近日，内蒙古喀喇沁旗农信联社
借助当地举办第 14 届“杏花文化旅游
节”的有利时机，组织员工开展了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农信联社一方面采用
现场道路沿线悬挂宣传刀旗、横幅、设
立业务咨询台等阵地宣传形式；另一
方面，通过员工发放宣传折页、现场向
游客讲解金融知识、宣传车辆循环播
放宣传片等户外宣传形式，向广大群
众传播相关金融知识以及该农信联社
业务产品。活动期间，他们累计发放
宣 传 折 页 8000 余 份 ，悬 挂 宣 传 刀 旗
200 面，宣传横幅 11 条，取得了显著的
宣传效果。
据悉，喀喇沁旗农信联社将持续
贯彻普惠金融“春天行动”工作要求，
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进机关、进社
区、进工厂”等活动，并进一步与当地
乌兰牧骑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乌兰
牧骑颂金融”活动，进而普及金融知
识、宣传农信品牌，推动县域金融生态
建设良性发展。
祁建新

致富带头人引领农户奔小康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邹 浩

近日，
在四川省中江县富兴镇天梯
村核桃产业园里，
200多亩核桃林绿树成
荫，
浓密的核桃叶下，
嫩绿色的小核桃清
晰可见，
树下套种的芍药花开正艳。
据了解，
富兴镇天梯村核桃专业合
作社成立于 2012 年。当初，
这里可谓是
荆棘遍地、
杂草丛生、
灌木林密、
无处下
脚的荒坡地。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
便，
传统农业收入低、
见效慢，
附近中青
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
这片山坡地撂
荒多年，无人问津。2010 年，年近 6 旬
且具有多年中药购销经验的唐光明看
中了这块黄金宝地，经与当地村委联
系，
表达了自己有承包荒坡种植核桃及
套种芍药的想法。令唐光明欣喜的是，
他的想法得到了村委班子的大力支
持。在村委会的协调下，他与天梯村 5

曾道江
组、7 组部分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
同。其中包括不少精准扶贫农户。一
贯雷厉风行的唐光明放弃了城里安逸
的生活，拿出多年经商的积蓄，在信用
社的大力支持下，他开始了二次创业。
几年来，
当地信用社累计对其投入信贷
资金近 30 万元，
有力地支持了种植项目
的有序推进。如今，
种植基地已陆续投
入资金近 300 万元，承包土地和荒坡
260 余亩，种植核桃树 11812 株、每亩套
种芍药 3000 余苗，
已初具规模。
近年来，唐光明在自己致富的同
时，还吸收了当地闲散劳动力和精准
扶贫户，带动当地贫困农户共同致富，
并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据悉，在种
植基地务工的精准扶贫户李顺聪一
家，
如今已实现 3~4 万元的年收入。

彭阳农商行古城支行实施扶贫整村推进

确保扶贫路上一个不掉队
自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宁夏
因户施策，
量身定做，
对症下药，
指导贫
彭阳农商银行古城支行上下一心，在
困户宜种则种、
宜养则养、
宜商则商。
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守服务“三
近年来，彭阳农商银行古城支行
农”初心，坚定支农支小信念，牢记服
始终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有
务城乡居民的使命，全力支持金融精
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尽最大可能提高
准扶贫。
服务效能，删繁就简，合理确定贷款额
丁岗堡村是古城镇最偏远的村组， 度，
简化办贷手续，
提高办贷效率。该支
全村常住农户 268 户 1015 人。其中贫
行加强
“银政”
“银企”
对接。针对不同客
困户 95 户 384 人。自 2016 年以来，
该支
户群体，
灵活运用
“银政保”
“保单质押”
行在丁岗堡村开展金融助推精准扶贫 “订单贷”
“农机贷”
等产品组合，
使不同
试点，
实施扶贫整村推进户户联动的模
层次客户都能享受到优惠的信贷政策，
式，
确保扶贫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积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助力当地群众
在帮扶过程中，
该支行发扬农信人
脱贫致富。截至目前，
古城支行已累计
的
“挎包精神”
，
及时进村入户，
进行摸底
发放建档立卡户扶贫贷款超过 1381 户、
调查，开展评级授信，他们为 56 户建档
8434万元。他们通过信贷资金的杠杆效
立卡户优先办理贷款 248 万元。截至目
应，
激发建档立卡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将
前，
该村评级授信覆盖面达95.52%，
贷款 “输血”扶贫变为“造血”扶贫，实现真
覆盖面达 93%。与此同时，该支行坚持
脱贫、脱真贫。
彭阳农商银行

上接 1 版

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为解决边远乡村群众零钞、残损币兑换难的问题，近日，人民银行上杭县支行携手福建上杭农商银行，前往白砂镇大田
村便民服务点联合开展了零钞残损币现场兑换及反假币宣传活动。据悉，宣传小组累计发放人民币宣传材料 221 份，回笼
残损币 3525 元，
硬币 1650 枚。图为该行员工为村民发放金融知识宣传资料。
刘小芳 邱晓玲

尧都农商银行推进“五位一体”
扶贫模式

小额信贷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难、 贫困户家中调查了解其家庭情况及金 “输血”
式扶贫向
“造血”
式扶贫转变。
贷款贵、贷款慢的问题，山西尧都农商
融需求情况，登记符合“五位一体”扶
2018 年，
该行计划累计投放
“5321”
银行在辖内开展了“五位一体”扶贫小
贫小额信贷办理条件的未脱贫建档立
扶贫小额贷款 500 万元。按照政府对
额信贷业务，即以企业、专业合作社、 卡贫困户名单，完成“五位一体”扶贫
尧都区金融扶贫工作的统一部署，
通过
家庭农场、能人大户等农业生产经营
小额信贷投放工作的前期调查和资料
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新模式和新项目，
组织作为实施主体，通过集中使用扶
收集工作。同时，该行积极与帮扶主
向符合“四有两好”标准的建档立卡贫
贫小额贷款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截
体企业山西有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
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资金。为此，
该
至 4 月末，该行共办理“五位一体”扶贫
行对接，调查了解该公司经营情况及
行建立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台账，
做
小额贷款 329 笔、1645 万元，金融帮扶 “百亩光伏大棚扶贫”项目情况，做好
好与贫困户的对接工作，
结合正在开展
32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五位一
双方合作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的“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体”
模式实现增收 72.53 万元。
此后，
该行与尧都区扶贫开发中心
全面授信”活动，及时发现贫困户金融
在当地政府推进尧都区“五位一
签订了《尧都区特色产业金融扶贫合作
需求，
向符合
“四有两好”
标准的建档立
体”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之初，该行已与
协议》，
并与人保财险公司合作，
探索实
卡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对接区扶贫开发中心取得《尧都区建
践“五位一体”扶贫小额信贷模式。通
作为扎根本土的百姓银行，尧都
档立卡贫困户名单》。根据《尧都区建
过对所有贫困户、贫困对象建档立卡， 农商银行将不遗余力地做好金融扶贫
档立卡贫困户名单》为 1129 户未脱贫
探索推进
“公司+合作社+基地+新型经
工作，为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台账，并深入到
营主体+贫困户”的扶持模式，实现由
作出积极贡献。
段盼盼

江州农商银行加大支农支小信贷投放力度

“输血+造血”做实精准扶贫
自精准扶贫战略布局以来，作为
地方金融主力军，江西江州农商银行
加强市场调研，以政策为导向，密切关
注农民金融服务需求，创新农村金融
扶贫工作思路，持续加大信贷扶贫力
度，做实做透信贷金融服务。近年来，
该行增加信贷资金投入，既通过“输
血”式扶贫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又
通过加大“造血”式扶贫给困难群众
“强身健体”，进而形成上下联动，走出
了一条“质量并重、效能并举”的农村
金融扶贫新路径。
信贷投放强调“广”
为了 使 金 融 扶 贫 工 作 尽 快 结 出
硕 果 ，江 州 农 商 银 行 积 极 建 立 金 融
扶 贫 工 作 组 织 ，并 充 分 发 挥 社 会 面
广、网点众多的行业优势，持续加大
金融扶贫政策宣传。通过宣传教
育 ，使 广 大 农 户 和 业 务 操 作 人 员 熟
悉各项金融扶贫政策的社会背景、
贷款操作流程、产品投放模式、财政

贴 息 、利 率 优 惠 等 一 系 列 内 容 。 同
时，该行按照总行、城区一级支行和
乡镇二级支行三个级别建立信贷网
络，并按照服务群体和服务半径，配
备 不 等 人 数 的 客 户 经 理 ，以 保 证 客
户贷有所需，贷有所得。
信贷服务突出“快”
江州农商银行建立扶贫工作站，
将其作为金融扶贫的重要阵地，在农
户和银行之间架起信贷桥梁，让许多
原本因无法提供担保、抵押而贷不了
款的农户有了新的贷款方式。针对急
需贷款的农户，由对接行派出客户经
理，上门核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相
关信息调查等，对符合条件的农户，该
行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发放扶贫贷款。
在此基础上，他们为农户建立贷款信
息档案，及时录入相关资料，以便有贷
款需要时，可直接根据其累积的信用
评估信息来决定是否放贷，客户经理
不必再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缩短了

借贷的时间。
信贷产品着重“新”
在创新信贷产品上，江州农商银
行对所辖区域的企业按照行业进行遴
选甄别，择选出优质产业和企业，再根
据行业、产业的不同特色，为其量身定
制信贷产品。为持续加大信贷产品创
新力度，他们积极拓展农村抵质押物
范围，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土
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房屋产权等
确权调查工作，激活农村各类产权抵
质押担保属性。在研判政策的基础
上，该行发放了“扶贫贷、生源地助学
贷、下岗再就业贷”等信贷产品，产品
的涵盖面和触角日益延伸到各个领
域。此外，江州农商银行还以市场为
导向，深入挖掘潜在客户群，为其创新
信贷品种，积极实行“客户养成计划”，
对发展前景广阔的行业和企业，培育
明星企业，以点带面，发挥联动效应，
推动企业客户的同生同长。 吴小云

会上，潼关县农信联社与当地农
极大的信心和期待。
工部、扶贫办、农业局、中小企业局 5 家
最后，潼关县农信联社理事长党
政府部门以及潼关县春润园油牡丹有
晓龙对农信社“因农而生、为农服务”
限公司等 5 家中小微企业签订了贷款
的意义和内涵，从金融精准扶贫、服务
授信意向 5.53 亿元；与潼关县黄金协
实体经济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三个方
会签订合作意向，计划授信 2000 万元
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解读，并就进一
贷款打造首饰街商圈；向潼关县麦麒
步发挥金融职能、优化信贷服务、支持
食品有限公司和潼关县依水阁旅游文
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承诺。他表示，潼
化有限公司两家小微企业现场发放
关县农信联社坚持贷款发放不出县，
25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实现全年各项贷款累计投放不低于 5.5
应邀参加会议的政府部门、企业、 亿元；深入开展“双基联动”信用工程
个体工商户、贫困户代表上台发言，就
建设；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进村入
潼关县农信联社给予的信贷支持表示
社、
“ 阳光信贷”和富农惠农金融创新
肯定和感谢，并就构建“政银企农”四 “三大工程”；坚定不移做好信贷业务
方有效对接、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良 “三个三”和柜面服务“五个五”，以更
好格局，共同聚焦潼关县乡村振兴战
优质、更高效、更精准的金融服务，回
略，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表示了
馈潼关百姓。

最美农金人

信贷
“大哥”汪建业
他是农民口中的
“大哥”
，
经常出现
在田间地头，
待农户就像待自己的兄弟
朋友一样；
他是大伙心中的
“夫子”
，
30年
的工作经历，
总是能为身边人指点迷津。
他就是汪建业，
是安徽广德农商银
行彭村分理处的一名普通信贷员，
凭着
对农村金融事业的热爱，
他在平凡的工
作中彰显着基层信贷员不平凡的业绩。
行走在乡间的“泥腿子”
在几十年信贷工作中，
汪建业始终
坚信
“知农才能更支农”
的道理，
只有熟
悉包片村的环境和情况、
了解农民生产
经营需求，
才能更好地支持农民的农业
生产，也才能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性、
流动性与效益性。正是由于这个信念，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不管
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工厂车间，他走
千村、
访万户，
与农民朋友促膝交谈，
或
了解他们金融服务需求，
或帮助他们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或为他们增产增
收出谋划策……在知农的基础上再去
支农，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为农民致
富增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人品是放贷的“试金石”
汪建业的办公桌上，整齐的堆放
着所管辖农户的经济档案，上面详细
记录了其贷款信息。他每天上班的第
一件事，就是翻看这些档案。正是由
于这个习惯，每当他谈起某个贷户时，
总能对贷户的情况娓娓道来。
几十年的信贷工作，让汪建业总
结出了基层信贷工作的经验。他经常
说：
“ 人品是放贷的‘试金石’，只要人
品好，在当地的口碑不错，平时家庭和
睦，对父母孝敬，这样的贷款可以放，
也一定收得回来。
”
此前，客户姚传红找到汪建业要
求办理 3 万元信用贷款。在贷前调查
过程中，他发现客户家中条件确实不
好，妻子常年患病、儿女都在读书。当

时，对姚传红是否有还款能力，汪建业
担忧了许久。但通过深入调查，他了
解到姚传红能吃苦、有诚信、有责任。
于是，结合姚传红的实际情况，汪建业
给予他 3 万元的贷款支持。多年来，姚
传红从未逾期过一次贷款。
让农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
汪建业总是说：
“我们农村商业银
行与农户、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紧密
联系，而我们这些基层信贷员更应在
‘农’字上做足文章，深入农户家中，了
解农业生产、熟悉农户需求，并在知农
的基础上，支农、惠农、富农，让农民的
‘钱袋子’
鼓起来。
”
贷户杨成林从 20 岁开始就与当地
信用社有了第一笔信贷往来。由于年
轻肯干，头脑也比较灵活，他凭着信用
社贷款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由
于这几年积攒了些资金，
他决定购买祠
山岗六队的茶叶初制厂。这一次他又
想到了汪建业。在完善贷款各项手续
的前提下，
广德农商银行彭村分理处给
予他 3 万元的贷款支持，在其经营过程
中，汪建业仍不忘“扶上马后送一程”，
主动与其联系，
及时帮助他解决遇到的
实际问题。如今，杨成林不仅拥有了
300 余亩茶地、
几百亩苗木，
还扩大了初
制厂的机械设备，
建起了高楼。
平凡之中见神奇，敬业之中显才
能。汪建业先后多次被授予“先进个
人”称号。每当被问及工作为什么能
做得如此出色时，汪建业总会笑着说：
“我的工作就是为农民服务，我所做
的，
也只是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
正是因为这份“其实没什么”
“都
是应该的”的朴素情感和对农村金融
工作的热爱，才让汪建业无怨无悔地
在这方热土上扎根耕耘。把简单的事
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容易的事情做
透就是不容易，汪建业用他的实际行
动诠释着农金人的最美精神。 邹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