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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农村信用社目前共有机构网点485个，其中县级联社11家，农商银行2家；各项存款余额1066亿元，是全市网点最多、业务规模最大
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总量占全市各家金融机构总量的29%；各项贷款622亿元，占全市33%；2016年实现经营利润28亿元，缴纳税金
5亿多元，是支持“三农”、县域中小微企业，满足农村地区普惠金融需求、推动南阳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金融力量。

成绩背后，是南阳市农村信用社7359名干部员工的集体奉献。我们“截取”高层、中层、基层三个层面，选取三个代表人物，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剖面式”采访，希望能从中感受“金融豫军”的排头兵农信人的努力与付出。

■■■

三个农信人的“一周”
——南阳市农村信用社“剖面式”采访实录

3月9日 星期四

采访对象：李采霞（桐柏农商银行董事长）

工作亮点：南阳农商银行改制的女先锋

南阳农信系统在已经完成改制的两家农商银行中，李采霞是
亮眼的“女先锋”。她所在的桐柏农商银行，是从批准筹建到挂牌
最快的。

李采霞的效率来自于一个军人家庭的执行力，在部队大院生
活了整整15年，在她身上，始终有挥之不去的军人影子。

桐柏农商银行2015年12月2日批准筹建，12月26日挂牌——
这24天有多高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桐柏农信社2014年启动改制前，
李采霞从2013年起就在积极消化不良贷款，熟悉现代银行业务，
着手布局改制后如何将银行纳入规范化管理。2014年开始募股
前后，她已经根据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进行了内部管理调整。
2015年，她又大刀阔斧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既取得了员工和
当地政府的支持，又保持了主流的稳定。2015年 3月，改制启动，
最难的攻坚阶段来了！

没有决心就没有胜利，没有准备就没有胜利，没有牺牲就没有
胜利。此后数月，李采霞和她的伙伴们先后迎来了省里2次、市里
3次审慎检查，每次都是持续半月的“爬坡过坎儿”，同时，也把所有
可能的问题消灭在了批准筹建之前，为此后的一马平川铺平了道
路。“我们改制的路线图就在我心里，非常清晰，所以没走弯路。”李
采霞说。

军人是有担当的，李采霞也是。2016年 12月 20日，桐柏需
要为 2460户贫困户发放光伏扶贫贷款，每户有 1万多元贷款和
3000元扶贫补贴。年底是银行最忙的时间，这么大的工作量令
其他金融机构望而却步，李采霞却接下了别人不敢啃的硬骨
头。短时间内，她调集了 100多名员工昼夜作业，机器不歇人不
歇。最终，几台打印机都打坏了，但 5天内就把全部款项发放到
位！

李采霞不是家庭主妇，但她却是个“主妇式”的董事长。“改制
一定要跟居家过日子一样，选那些志同道合的股东！”李采霞说，
自己当时对股东的选择非常苛刻、非常谨慎，“我们主要是跟农民
打交道，所以不能把利益最大化看成是最终目标，股东结构一旦
不合理，就有可能因为利益问题影响经营方向。”因此，无论多有
实力的股东，李采霞都要求其持股都不能大于10%。为均衡股东
结构，她更青睐共同成长起来的、互相认同价值观的民营企业，她
以“女性择偶式”的标准选择股东，希望这样能走得长久。

作为“主妇”的李采霞，按照市办党组提出的“三个办成”，更是
把员工当作家人，把农商银行“办成家庭”。“虽然是股份制了，但银
行的员工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下一步，我计划用股权进行激励，
根据员工对经营的贡献分给他们股权，争取让员工股达到20%。”

近几年，河南省农信联社和南阳市办不断优化队伍结构，积极
补充新鲜血液。仅桐柏就招聘了170多名大学生，外地学生占一
半多。为了留住人才，她一方面帮他们找对象，让他们安心，另一
方面组织团购住房，帮他们安居。如今，不少员工在本地成了家、
生了娃，有的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层干部。

对于一些地处偏远的支行，像程湾支行，贫困人口多，多是散
居村庄，镇上只有一条街，逢集才热闹半天。她怕这些新来的大学
生们耐不住寂寞，每年最少要去四趟，带上时令的果蔬和年轻人爱
吃的小食品去和他们聊聊天，有时还会亲自下厨炒菜，让员工尝尝
手艺。

成功挂牌后，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了？
“挂牌只是一小步，是个新的开始，光换牌子不换思想不行！

2016年我定的目标不是大发展，而是夯实基础完成转型。”对于学
生出身的李采霞来说，她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向前面看三年”，
她随身的包里总带个笔记本，剪报、论文、新词汇、考察笔记、上级
精神，她都会及时记录新的知识点。

在这本笔记上，记者看到了她记录的秦林杰同志在全市农信
社2017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以省联社党委提出的‘转观
念、强管理、练内功、树形象’为指导思想，认真落实‘稳、严、实、细’
的工作要求，大力实施‘超常规发展、弯道超车’的赶超战略，为助
推南阳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率先崛起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在
另一页记录着她对桐柏农商银行未来的规划：“2017年的目标是
发展，我们要做小而美的服务、小而精的管理，还要加入智慧元素，
把质和效提上去。2018年，我们要打造自己的标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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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 星期六

采访对象：潘鹏旭（卧龙区农信联社公司业务部经理）

工作亮点：带领9人团队每年累计投放贷款60亿元左右，每

年收贷收息率达100%

连续三年省级农信系统先进个人，连续三年 100%贷款回
款率，2016年在市场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带领 9人团队筹措资
金，优化资金结构，仍然保持贷款数额的高增长，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截至2017年 2月底，共发放贷款232笔金额25.72亿元。

“我们的团队，一是办贷效率高，吸引了不少客户；二是服务到
位，留住了客户；三是回访到位，及时掌握资金使用和经营情况，防
控了风险……”说起自己的团队，潘鹏旭满是自信与自豪。目前他
的9人团队里，7个是客户经理，有内部选聘的拔尖人才，也有公开
招聘的90后大学生，平均年龄不到30岁，是一支“精英别动队”，也
是卧龙区农信联社党委落实南阳市办党组提出的把农信社“办成
军队、办成学校、办成家庭”企业文化中办成军队的具体体现。

对于“军队型”团队的办贷效率，最值得骄傲的记录，是一周
时间办结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贷款客户是南阳一家颇为有名
的月季基地，此前效益不错，凭借充裕的自有资金运转得很好。
但去年受到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需要一笔上千万的贷款解燃眉
之急。

千万级的贷款不是小数目，客户问了几家金融机构，都没有
得到他们期望的效率。时间不等人！最终，潘鹏旭的团队在充分
调查的基础上，得到了卧龙区农信联社党委的大力支持，2016年
6月1日开始办理手续，6月8日客户就拿到了贷款。“没想到这么
快就办好了！”客户大赞。而在客户满意的背后，记者专门查看了
当时的贷款手续，那是一本1000多页的“厚书”，有几部手机平摞
起来那么高，一个人即使啥都不干，也要几天才能准备完，就更不
用说文件背后所需要的奔波了。

“六十六年来，南阳市农村信用社始终把‘老百姓需要的就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作为金融服务的使命，把深化供给侧改革与提
升金融服务相结合起来，大力倡导‘经济发展我光荣，经济落后我
有责’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记者在潘鹏旭的办公室里看到
一份南阳市办党组成员、副主任（主持工作）秦林杰在2016年 12
月 12日组建南阳农商银行募股推介会上的致词。除了大客户
外，农信社面对更多的还是小微企业。这意味着在同样的贷款数
字下，客户经理需要做的调查和资料准备等是别人的几倍！尤其
是2015年以来，小微企业的需求多，情况更复杂，调查更繁琐。
为此，潘鹏旭和他的团队很少能过周末，常常是“5+2”“白加
黑”。他们不断奔波在企业间进行回访，实地查看经营情况和资
金使用情况，甚至连企业的水电费缴纳、管理层个人征信等，都一
一了解到位。

“难是难，但我们对企业最大的支持是不抽贷款！我们对客
户不仅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会想方设法让他们有机会活过
来。”潘鹏旭举例说，南阳市有一家规模不错的门窗制造企业，在
经济下行期遇到了困难，一旦上了信贷“黑名单”，5年之内不能
再贷款，这对其发展是致命性的打击。为帮他渡过难关，潘鹏旭
多次把该企业的两家联保伙伴约到一起沟通协调，使他在最后时
限前还上了贷款。随后，他们又及时扶持了该企业一笔资金，不
仅偿还了联保伙伴的代偿资金，还增加了生产资金。

“一会我还约了一个企业的负责人，目前我感觉他的经营思
路可能受到了不好的影响，我得跟他谈谈。”潘鹏旭说的这个客
户，有着不错的经营基础，听说是外边欠了他不少钱，让他的经
营思路发生了不好的变化，已经快90天没结息了，“我估计是思
想上的疙瘩，应该没有大问题，另外还得了解一下他们的需
求。”就是靠着这样的贴心服务，潘鹏旭的团队交到了不少“患
难朋友”。

潘鹏旭成绩斐然，“拼命三郎”的作风也声名在外，据说他当
年结婚时也就休了3天的假。但这次记者见到他时，他刚从外省
回来——老母亲体检时查出患上肾癌，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并制订
治疗方案。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责无旁贷。“以前没时间陪父
母，但只要他们健康，我心里就很踏实。这几天只要在他们身边，
我心里就慌得很……”

“我的工作没啥，都是团队的努力！我们的工作也很普通，说
大了是落实好省联社和市办信贷投放政策，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但对我们来说就是尽职调查、严格回访、及时了解和帮助客
户，繁琐一些，不怕麻烦……我不会说，你们多担待啊。”看得出
来，潘鹏旭对采访没有时间做精心准备，但说的都是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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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星期二

采访对象：曾光青（淅川县农信联社九重镇信用社客户经理）

工作亮点：面向农村放贷1600万元，收贷收息率达100%

开完7:30的晨会后，曾光青准备了一份贷款申请表——他与
人约好今天上午要办一份20万元的贷款。随后，他还得去两家贷
款户的养鸡场和苗圃里看看情况。

人暂时没来，曾光青打开笔记本，里面夹有一张表，那是他手
头3月份贷款到期客户的名单。随便点一个名字，曾光青都能把
这户人家的住址、家庭人口、贷了多少款、种什么农作物或者做什
么生意等情况说得清清楚楚。问了几个后，记者索性从上到下过
了一遍筛子，他竟能对答如流——那张表已经印在他心里了。

8:30左右，来了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他叫王保柱，九重镇
孙营村人，常住镇上，在附近乡镇搞装修。记者在表上看到了他的
名字，标注着“已还”，他去年的贷款3月9日到期，3月4日他就还
了款，今天准备再贷20万元。

曾光青指导王保柱填好了表，带他来到“阳光信贷”窗口。审
核、开卡、负责人授权……不到10分钟，当一张银行卡从里面递出
来时，王保柱要贷的20万元已经打到卡里了。算上这次，王保柱
在这里贷款已经4年了。根据“五户联保，三年一授信”的要求，社
里去年已经再次对他进行了20万元金燕快贷通的授信，所以今天
的手续显得特别简单。

“其实我跟老曾不熟，这几年找他贷款，也没给他买过一包
烟……”王保柱对曾光青的“陌生”程度令记者感到意外。不过，王
保柱表示，这丝毫不影响他在这里贷款用钱，比跟熟人借钱方便多
了，所以他每次都会按时结息还贷。

“干咱这个工作，不能以权谋私，不能吃拿卡要，不然随后说话
就不硬气！”曾光青这样解释没有接过客户一包烟的原因。

九重镇信用社是全省农信系统的规范化服务“百佳网点”之
一，共18个员工，平均年龄32岁，但这对于已经51岁的曾光青来
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干劲。作为干了33年的农信人，他是社里
的标兵。2016年，他的个人存款超过了1000万元，放贷150多笔
金额1600万元，收贷收息率达100%。

“主要就是得腿勤、嘴勤。贷款前多跑跑，看看农户家里的情
况，了解一下贷款项目、还贷能力；贷款后多跟踪贷款使用情况，多
打电话问问，发现问题能提前着手，帮助他们处理好，所以一般都
不会有啥风险。”曾光青用两个“勤”字总结了自己的工作诀窍。

说着容易，做起来并不轻松。其实，曾光青也遇到过风险。2016
年夏天，种烟户李继超家的4万元贷款快到期了。可她的丈夫此前患上
了尿毒症，治疗费支出巨大。面对病痛打击、50亩烟叶和两个孩子，李
继超心灰意冷，没了主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曾光青伸出了援手，他
帮助李继超收了麦子，卖了1万多元，然后加上本息，自己垫付了3万多
元，帮她还上了贷款，完善了手续。随后，又重新给她申请到了贷款。

事后，李继超非常感激，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今年，她把原来的
50亩烟叶地扩展到了近70亩，她要为了家人继续努力。曾光青说：

“人都是感情动物，只要咱真心为他人着想，农户都会积极还贷的。”
除了帮助困难家庭，曾光青热心帮助年轻人创业。今年刚29

岁的王泽辉，提起曾光青就非常感激。他们夫妇俩创办的养鸡场，
占地3亩，拥有两座半自动化鸡舍，存栏蛋鸡1万多只，每天产蛋数
百斤，总资产已经达80多万元，还买了自己的私家车。但在3年
前，他们却是另一番光景。

2015年，王泽辉带着打工挣来的10多万元回到老家，准备建一
个养鸡场。此前，他在湖北一家大型养鸡场干了三四年，熟悉各个
生产环节。但对于家人来说，20多岁的小伙子，放弃每年好几万元
的收入，还得自己投资这么多钱办养鸡场，不是一件靠谱的事。为
此，王泽辉的爹打了他好几顿，试图让他放弃这种奇思怪想。

不出老人所料，王泽辉承包了土地，建起了第一座鸡舍，就花
光了所有的积蓄，没钱买鸡了！因为人年轻，家里又不支持，亲戚
们谁也不敢把钱借给他。关键时候，王泽辉找到了曾光青。曾光
青实地查看了他的养鸡场，觉得可行，就帮他申请了5万元小额贷
款。随后，他还买了好几本技术书专门给王泽辉送了过去。

王泽辉没有让曾光青失望，当年就实现了10多万元的盈利。
今年，他又投建了一座新鸡舍，还计划再招两个工人。“如果不是曾
老师在关键时候支持我，我的鸡场肯定不会有今天。”

“基层农信社面对的主要是农户，覆盖面广，贷款户分散，但风
险相对较小。我们的年轻客户经理，都努力像老曾那样，发挥本地
人缘熟的优势，做好前期调查和后期贷款跟踪，控制风险。”九重镇
信用社主任张本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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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青（中）到贷款户王泽辉的养鸡场了解情况
2015年 12月 26日，南阳银监分局局长白向锋向桐柏农商

银行董事长李采霞（右）颁发金融许可证谈起自己的团队，潘鹏旭（左）显得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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