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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在冰天雪地的新疆大
地，由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发起组建的

“利丰村镇银行”热热火火地开业啦。
开业当天，“草根银行”就受到追捧，出
现业务井喷、客户如潮的胜景！

这一天是 2015 年 1 月 30 日，伊川
农商银行在新疆乌鲁木齐县、乌苏市、
奇台县布局的 3 家利丰村镇银行同时
开业。在此之前，该行在河北石家庄
已经挂牌开业 2 家村镇银行，还有 4 家
正在筹建之中。

“作为农商银行，我们的主要服务
对象是农业、农村、农民。我们发起的
村镇银行主要坚持支农、支小、普惠，
为当地农牧民做好金融服务，让偏远
地区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优质的现代
化金融服务。”谈起村镇银行的组建发
展，伊川农商银行董事长康凤立胸有
成竹。

作为一家地方性的“农”字号商业
银行，却把服务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
将“普惠金融”的理念落实到每家分支
机构。让我们走进伊川农商银行，向
您徐徐展开她的迷人面纱。

“金融便利店”遍地开花

“农商银行的根在农村，服务主体
是农民。就是要让日益现代化的金融
服务惠及全部县乡百姓，让他们足不
出村就能享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谈
起发展，康凤立如此规划他们的愿景。

伊川农商银行是河南省首家成立
的农村商业银行，是 2009 年由农村信
用社改制成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目前，她在当地共设置了 37 家营
业网点，覆盖了该县全部 14 个乡镇，
个别较大的乡镇还在支行的基础上另
外设置了分理处。记者采访时发现，
在刚刚兴起的伊川新区，也有“伊川农
商银行”的网点及时跟进、开门营业。

人行伊川县支行行长崔振声说：
“伊川农商银行是全县网点最多、辐射
最广的银行机构，也是唯一一家网点
覆盖全部乡镇的银行。在服务‘三农’
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到位，发挥出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广大的县乡地区，地域辽
阔，村落分散，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金融
需求与“日趋萎缩”的金融机构出现了
现实矛盾。大银行大量收缩县乡地区
的金融网点，不断活跃的农村经济对
金融越来越依赖。

伊川县白沙乡的养殖户张捞子告
诉记者：“农村的银行还是太少了，无
论存款还是贷款，我们都要跑很远的
路到镇上的农商银行办理。发放粮食
补贴或赶集的日子，农商银行的网点
又跟赶会一样人挤人，真是太不方便
了。对于老年人来说，办业务简直就
是活受罪！”

针对这一现状，伊川农商银行启
动了“普惠金融”。在收集百姓心声和
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在偏远地区的中
心村开始大量布放农民工自助取款终
端。随后，又依靠村委和村里的商店
超 市 ，建 立 了 升 级 版 的“ 金 融 便 利
店”。截至目前，该行建设的金融便利
店已经开业了 30 家，辐射了 50 多个偏
远村庄的近 20 万老百姓。

在伊川县鸦岭乡亓岭村金融便利
店，来自远近三四个村子的村民正围
在营业窗口存取款。一笔业务办理下
来，也就一两分钟时间，街坊邻居们说
说笑笑，显得非常和谐融洽。“金融便
利店设得好，我们不必专程到镇上去，
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存、取款业务。”刚
办完业务的村民亓胜利说，“以前要取
钱、存钱、领取补贴都得到 10 公里外
的镇上去，来回车费就要花 10 多元，
有时候因排队人多，还得跑两趟才能
办理。自从村里建了金融便利店，粮

食补贴支取、小额的存取款、存折补
登、转账等基础金融业务在家门口就
能办了。”

据了解，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由
伊川农商银行提供自助服务终端等金
融设备和技术，村委会选用专人进行
管理，主要采取终端管理员账户周转
的方式办理业务，适用持有农商银行
一本通存折和借记卡的客户。助农终
端设备不放置现金，服务点日常周转
所需资金均由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
业务发生过程中，资金仅在客户账户
与捆绑账户之间发生往来，在为老百
姓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兼顾了资金安全。

伊川农商银行行长白朝阳说：“在
金融服务边缘的农村地区，大力开展
金融便利店建设，推动金融服务向乡
村和社区延伸，提高金融网点的覆盖
率、辐射面和服务便利度。我们计划
2015 年，再在各乡镇规划建设 50 家金

融便利店，辐射面达全县行政村的
30%以上。”

创新金融落脚富民惠农

伊川农商银行提供的一组数据显
示：该行存贷款已经占到当地金融市
场份额的 70%和 68%，涉农贷款占全
部贷款的 99%以上。也就是说，伊川
县每 100 元贷款中，伊川农商银行占
了 68 元；而伊川农商银行每发放 100
元贷款，其中的 99 元投放给了农户和
涉农经济实体。

为了服务好“三农”和中小微企
业，该行专门成立了“伊川县中小企业
贷款服务中心”。这是伊川农商银行
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专设部门，里面全
部设置开放式的柜台，为客户提供

咨询答疑、接受资料、了解情况等服
务。

该中心负责人指出，“总行将中小
微企业贷款服务进行整合，简化服务
程序和流程，归整到我们中心提供一
揽子的金融服务。相当于开辟一个全
流程的绿色通道，阳光放贷款，开门搞
服务。不仅提高了效率方便了群众，
也有利于全行对贷款客户进行科学的
评级授信。”

据了解，该行的全部网点都设置
了“阳光信贷服务大厅”，推行“二定四
公开”阳光办贷服务方式,即定时、定
点现场办公，公开贷款对象、条件、程
序、方式，把信贷业务放到“阳光下”，
接受内外部和全社会的公开监督。老
百姓申请贷款发展项目，直接到“阳光
信贷服务大厅”咨询洽谈、递交资料，
银行客户经理进行资料审核和现场调
查，在三五个工作日答复客户是否符

合贷款条件。这种开放式的直通车信
贷服务，让老百姓贷款再也不用“靠熟
人”、“找门路”了。

与“阳光信贷”配套的是“信用工
程”。结合农村地区的信用环境，伊川
农商银行与县政府联合开展了“信用
工程”。该工程包括“信用企业”、“信
用村”、“信用户”、“信用商户一条街”
等方面的评选，推出五户联保贷款新
模式。对于评选上的信用户，实行“直
接授信、循环使用、利率优惠”政策，让
信贷服务与老百姓更贴近，让利率实
惠距老百姓更近。截至目前，该行已
评出信用村 63 个、信用户 21462 户，建
立农户经济档案 13.5 万户，发放惠民
贷款近 2 亿元。

伊川县杰达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欣喜地告诉记者：“我们 2010 年被县

政府和农商银行授予信用企业，我们
始终信奉‘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理
念，我们与农商银行建立了亲密互信
的合作关系。每次企业资金周转，从
提出贷款申请，农商银行一般都能在
一周内解决！”

随行的支行客户经理说：“评选
上信用户的农户和企业，都是我们的
优质客户，他们合法经营、正当经营，
我们大力扶持、贴身服务，支持他们
做大做强，也保障了我行的信贷安
全。同时，这些涉农企业强大起来，
安排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消耗了大
量农产品原材料，间接带动了一大批
农民发家致富，是一项良性循环的富
民工程。”

从 2009 年挂牌开业到 2014 年底，
短短五年时间内，伊川农商银行各项
贷款增加了近 64 亿元，其中的 99%

“注”入了涉农企业和种养殖户等实体

经济，带动“三农”产值至少也在百亿
元以上。

“富农宝”有效解决贷款难

农户、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难在哪
里？康凤立董事长告诉记者：关键是

“农”字号的金融机构产品单一，缺乏
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客户和银行难
以找到服务对接点，难以达到互利双
赢的共鸣。

为克服这一弊端，伊川农商银行
细分信贷市场，创新开发出“富农宝”
信贷品牌，每种产品对应一类客户群
体，量身打造，对口服务！

伊川农商银行开发的“富农宝”贷
款品牌分为“惠农通”、“富民通”、“商
务通”、“微贷通”、“抵贷通”、“兴业

通”、“金卡通”七种信贷产品。每种产
品“锁定”一类客户群体，贷款金额小
到 2000 元，大到四五百万元，担保方
式包括农户联保、股东担保、土地抵
押、房产抵押、设备抵押及房产质押
等，贷款时限短则 3 个月，长达 24 个
月——农户、商户、公职人员及企业
……都能从这款灵活的贷款品牌中，
找到自己创业致富的“金钥匙”和“心
上人”。

“只要我们是干正事儿，守信用，
在伊川农商银行贷款并不难！”伊川县
吕店镇农民王顺旺 2010年准备搞养殖
业，伊川农商银行接到他的贷款申请
后，不到三天就送来了 5万元“惠农通”
贷款，目前他的羊圈里已存栏 120 只、
价值15万余元，实现了事业的持续发展。

截至 2014 年底，伊川农商银行已
通 过“ 富 农 宝 ”信 贷 品 牌 发 放 贷 款
69.85 亿元，2.3 万户农民、9125 个商户
和 836 家企业从中受益。

在创新“富农宝”信贷产品的基础
上，伊川农商银行还创新开发出“小巨
人”、“村官贷”及“快贷通”等一系列富
有针对性的特色信贷产品，为农户提供
个性化、层次化的信贷服务。如依托

“信用工程”开发出的“信用通”，为活跃
农村经济推出的“兴业通”，为农村妇女
创业量身打造的“巾帼情”，为农村教师
专门设计的“园丁颂”等，由于针对性
强、特色突出、额度适中、手续简便等优
势，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在活跃农村经
济、支持农户创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康凤立欣喜地说：“产品搭桥，互
联互通，让银行与客户找到了有效的
对接点，产生了同幅共振，有效放大了
普惠金融的现实效应。也让银行和客
户都找到了发展突破口，实现了和谐
统一的梦想。”

热心公益让社会共享成果

在创新产品、提升服务的同时，伊
川农商银行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慈善
事业，用实际行动让金融发展成果“普
惠”广大老百姓。

2012 年 ，伊 川 农 商 银 行 斥 资 近
400 万元购置 30 辆标准化校车，捐赠
给当地中小学校；2013 年，斥资近 300
余万元购置 20 台大型农用拖拉机和 2
台多功能高压清扫车，分别赠予 14 个
乡镇的优秀农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种粮大户和县市政部门；2014 年，
向县一高捐赠 100 万元购置空调，用
于改善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每发
起设立一家村镇银行，都要向当地教
育部门捐赠 10 万元爱心资金。

除了大型捐赠活动，该行还常年
坚持做一些公益事业。连续九年捐款
资助少儿书画比赛；连续举办三届“中
小学生电影节”，捐赠爱国主义影券上
百万元；组织职工对贫困户进行爱心
帮扶，定期走访扶贫对口村及困难户，
不仅送钱送物，还帮他们出谋划策、脱
贫致富；年年开展“一联三送两促进”
活动，每名信贷员联系 100 个农户结
对帮扶，送资金、送科技、送信息，帮助
农民增收致富。2010 年以来，已帮扶
农户 5138 个，送资金 5.4 亿元，发放科
技资料 2.5 万余册。

该行的公益善举让老百姓得到实
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国家、省、
市、县一系列公益爱心大奖颁发给这
家爱心银行。有关领导盛赞“伊川农
商银行爱心义举不断，为慈善爱心事
业树立了新标杆！”

康凤立指出，“普惠金融是个很大
的概念，又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关
键是要金融无处不在，让老百姓随时
随地能够共享，共享金融优质服务，共
享金融发展成果，让群众从中得到实
实在在的实惠。”

●● ●● ●●

伊川农商银行：

农村金融的“普惠”情怀
本报记者 杨玉璞 本报通讯员 刘可

伊川农商银行董事长康凤立荣获 2013年度河南省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到伊川农商银行调研

伊川农商银行董事长康凤立（左一）到养殖企业调研

伊川农商银行董事长康凤立（左四）到农业合作社调研

伊川农商银行建立的金融便利店

伊川农商银行集中发放户用沼气贷款

伊川农商银行发起的河北深泽利丰村镇银行挂牌开业

伊川农商银行于 2009 年 10 月
28日挂牌开业，是河南省第一家成
立的农商银行，连续五年被银监会
评为二级优良银行。现辖营业机
构 37 个，设立助农取款点 68 个，30
个金融便利店对外营业，设置 24小
时自助银行 55个，是区域内网点最
多、辐射最广、实力最强的银行机
构。2010 年在郑州荥阳发起设立
荥阳利丰村镇银行；2014 年在河北
和新疆筹建九家村镇银行，目前已
顺利开业五家。已发展成为具有
地方特色的区域性精品商业银行。

多年来，伊川农商银行以现代
商业银行为发展方向，坚持“立足
地方、跨区经营”的发展思路，大力
打造“普惠金融”、“富民金融”和

“精品银行”，着力做强“老百姓自

己的银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赢。同时，该行率先开
展品牌塑造工程，对网点进行标准
化、规范化改造升级，狠抓服务礼
仪、晨会演练和标杆网点建设，强
化网点规划和辐射带动，创新推出
网上银行、24 小时客户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贷款服务中心和全面合
规与风险控制中心等，促进品牌形
象、社会地位、综合实力、职工收入

“四个提升”。截至 2014 年 12 月
底，各项存款 145.33 亿元，贷款余
额 93.80 亿元，存贷款占当地金融
市场份额 70%和 68%。全年各项收
入 11.33 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4.90
亿元。按照《巴塞尔Ⅲ》要求，该行
资本充足率 16.71%；核心资本充足

率 15.63%；拨备覆盖率 1252.27%；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充 足 率 533.44% ，
均 达 到 或 超 过 持 续 性 监 管 指 标
要求。

国家领导人王岐山、厉无畏先
后到该行调研视察，财政部确定该
行为金融示范县定点观察金融机
构；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陈雪枫对该行支持地方发展给予
充分肯定，副省长王铁 2013年对该
行支农工作给予两次正面批示；该
行先后荣获全国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十佳农村商业银行、全国十佳农
商银行、中国改革突出贡献单位、
中国品牌 100强、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金融创新银行、洛阳经济发
展突出贡献企业、十大爱心集体等
荣誉称号。

伊 川 农 商 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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