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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一早，内乡县余关镇黄
楝村村民张新珍来到聚爱农牧专业合
作社黄楝分社，领取第二季度的800元

“聚爱扶贫贷”分红。“在牧原上班每个
月能拿1800元，一年还能领3000元光
伏分红，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张
新珍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账：“政府
给盖了新房子，家人看病吃药基本都
能报销，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今年50岁的张新珍的母亲和妻子
患有重病，女儿也有残疾，过去住在土
坯房，日子过的和“黄楝”这个村名一
样，除了苦还是苦。如今，张新珍一家
住进了环境宜人的农村社区，去年还
摘掉了“穷帽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脱
贫光荣家庭。

内乡是个资源匮乏、位置偏僻的
山区贫困县，像张爱珍这样的深度贫
困户依靠什么长效稳定脱贫？该县把
政府引导银企合作扶贫作为内生动
力，利用金融这一有力杠杆，创新探索
了“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的“5+”模式。从 2016年前后，
内乡农商银行积极探索围绕特色产业
发展的金融扶贫模式，为“5+”扶贫机
制注入金融活水。

按照“农商行整合扶贫贷款—合
作社贷款建设养殖设施—牧原公司租
赁经营（到期回购）—贫困户按季度享
受分红”的循环模式，截至目前，内乡
农商行已发放聚爱扶贫贷款 11.72 亿
元，确保 7000余户贫困户每年稳定增
收3200元。该行“聚爱扶贫贷”产品在
第八届中国农村金融品牌价值榜活动
中被评为“全国农村金融十佳精准扶
贫产品”，在全国28个县进行推广。

一字落满盘活。内乡农商行作为
“5+”模式扶贫贷款发放主体，切实承
担起区域金融扶贫的主体责任，围绕

“三农”做强普惠金融，专注服务地方
实体经济，朝着打造品牌与实力兼具
的“双一流”银行目标不断迈进。

山乡引来“金凤凰”助推
乡村振兴

7 月 30 日上午，内乡农商行三农
事业部主任张阳来到该县福瑞兹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为这家企业现场办理

扶贫产业贷款合作协议。在福瑞兹公
司的育苗大棚里，几千株构树种苗正
在茁壮成长。“这是农商行支持我们的
第二个贷款项目，构树苗由牧原公司
统一购入后，经我们初期育苗，然后免
费提供给贫困户栽种，变成他们致富
的‘摇钱树’。”该公司负责人赵薇告诉
记者。

福瑞兹公司坐落在内乡夏馆镇湍
源 村 ，离 此 不 远 就 进 入 伏 牛 山 区 。
2016年，福瑞兹公司瞄准当地珍稀的
金钗石斛资源，投资建设了2万平方米
的现代化智能温室。“了解到金钗石斛
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紧俏，我们认为
进行现代科技规模种植能为当地群众
带来高效增收途径。”于是张阳主动找
到福瑞兹公司，把“5+”扶贫机制介绍
给赵薇，并为企业办理了首批300万元
产业扶贫贷款。

“农商行送来的不仅是资金支持，
还是促进企业与乡村融合的思路。”赵
薇表示，内乡农商行帮他们与 30名贫
困户结成对子，由企业提供种苗和技
术，为每家打造一个 3 万元“种植小
屋”，可种植石斛 480株。“我们按保底
价收购，并把销售后利润的 15%返利
贫困户，第一年每家就有近2万元的年
纯收入，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可以保证
收益达48000元。”赵薇告诉记者。

这是内乡农商行实施金融扶贫变
“输血”为“造血”的又一个典型案例。去
年8月，内乡农商行董事长汪玉平在了
解到福瑞兹公司的助贫案例后，又向赵
薇推荐了构树扶贫项目。“贫困户栽种构
树可以一年收割五次，可以作为牧原生
猪养殖的优质饲料。”赵薇表示，将来通
过“石斛+构树”形成的高低搭配，贫困户
既有增收项目又掌握了种植技术，越来
越多的贫困户有望走上致富之路。

“金融扶贫不只是放贷，更应注重
扶智。”汪玉平说，内乡农商行在改制建
设中，根据现实情况整合金融服务平
台，专门设立了三农事业部和牧原事业
部，在提供信贷资金帮扶的同时，主动
服务涉农中小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选
派骨干人员对口帮扶，实施“董事长牵
头、部室经理参与”的“1+2”的高效帮扶
机制，探索创新金融扶贫良方。同时，
内乡农商行还研发上线了“内乡快贷”
手机APP贷款项目，全面覆盖县域各单
位、农户小额贷款服务。

金融服务“大平台”做强
实体经济

7月 24日，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的专家考察团走进内乡聚爱合作社、牧
原集团实地考察，当专家们了解到内乡
农商行、牧原集团和聚爱合作社的共生
关系时，纷纷称赞当地银企合作为贫困
地区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牧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曹治年表
示，牧原从当初的几十头猪起步，到今
天发展为上市公司，一路走来都留下
了深刻的“农信印记”：“内乡农商行扶
持着我们建起一个个分场，又携手打
造‘5+’扶贫模式，是牧原行稳致远的
信任伙伴和助推者。”

作为内乡农商银行支持下快速成
长起来的龙头企业，牧原集团说出了
该县企业家的心声。目前，内乡牧原、
飞龙、仙鹤、金冠、龙大等税收超千万
的骨干企业，都与内乡农商银行建立
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2015年，内乡农信社改革之初，围
绕县域经济特点，从整合资源入手，通
过细分市场和客户，提出围绕“核心企

业、支柱产业项目和三农事业”不同金
融需求，开发功能板块，转化机制服
务，为区域经济提供金融助力。

该行根据不同的客户对象、需求及
风控方式，先后开发了“粮贷通”“果农
地租贷”“商贷通”“强农贷”“农场宝”

“保贷通”“存货质押贷”等20余种信贷
产品。截至今年6月底，个人、企业、三
农和牧原四个事业部共发放贷款38.58
亿元，占总贷款68亿元的56.7%。

内乡农商银行于 2017年 10月 26
日改制挂牌成立，在募股过程中，该行
引入牧原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按照
现代银行企业机制健全法人治理结
构，积极推进“六项经营机制”的转换
步伐，驶入了“弯道超车”的快速发展
时期。改制三年多来，内乡农商行各
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增幅分别为
48.7%、72.6%，经营利润增幅 143%，
纳税增幅 152%，在全省农信系统综合
考核排名从2014年的第115名上升至
2017年的第 17名，实现了跨越发展的

“内乡农信现象”。
2018年上半年，内乡农商行持续

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存贷款市场份

额均超过40%。截至6月底，该行各项
存款余额 91.54亿元，已完成年度任务
99.07%；各项贷款余额 68.01 亿元，年
度任务完成过半；实现各项收入 3.2亿
元，经营利润1.3亿元。

打造现代农商银行标杆

从 2016年开始，内乡农信社在推
进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省联社党委提
出的“稳、严、实、细”的工作要求，在学
习借鉴股份制商业银行经验做法的基
础上，提出“风险上收、集约经营，权力
下放、流程制衡，效率提升、约束到位”
的思路，大胆打破农信社实行了六十余
年的传统模式，构建了“4+4+6”的新模
式，实现了“前中后台”职能体系的流程
化、“信贷、风险、营运、财务”管理体系
规范化和存贷资金业务板块的差异化。

“农商行作为根植于‘三农’的现代
股份制银行，要紧紧抓住农业产业化、
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的趋势，改革
经营管理模式。”汪玉平对记者表示，省
联社党委和市办党组也一再强调，农商
行改制不能改“姓”，不能背离农村经济
发展实际，在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创新
支农手段、丰富经营板块，实现管理模
式和组织体系的现代转型。

近年来，内乡县经济实现向好向快
发展，2017年，该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达到 10.01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6.8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83.2亿元，主
要经济指标总体位居南阳市第一方阵。
该县以建设“区域性金融高地”为目标，
不断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农商行在其中担
任着“先锋队”和“排头兵”的角色定位。

做 强 金 融 发 展 ，普 惠 金 融 是 基
础。内乡农商银行努力提升和改善农
村金融支付结算环境，扩大金融服务
覆盖面和服务深度。该行通过手机银
行入户率、网上银行入企业率、自助机
具进村入社区率三个“100%”的“普惠
金融战略”，构筑起农商行支农、惠
农、便民的绿色通道。

截至目前，该行通过城区自助设
备、POS机终端、农村自助银行和金融
便利店，实现了“乡镇、村组、社区”网
点全覆盖；注重发挥银铁通、银医通、

“钱 e付”等电子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力
度，完善服务手段；按照“乡乡有网点、
村村有服务”要求下沉金融服务重心，
逐步将普惠金融服务点覆盖全辖 288
个行政村，推动“县域金融服务中心、
乡镇惠农服务站、村级金融服务点”的
三级网络建设，努力实现老百姓小额
支付、扫码支付、内乡快贷、手机银行
四项业务“不出村”。

“我们将按照省联社党委、南阳市
办党组决策部署，围绕农商行改制、标
杆银行创建和‘双一流’银行三大目
标，以市办党组提出的‘项目管理’‘三
基’建设和作风建设为抓手，着力强化
改制创新，着力推进六大转型，承担根
系‘三农’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使命。”汪
玉平表示，当前内乡农商行的定位，可
以总结为打造核心企业的伙伴银行、
助推地方经济腾飞的主力银行、社区
贴心服务的首选银行、与“三农”相容
共生的普惠银行，“这将成为我们建设
行业标杆行，实现上市行‘三步走’的
坚实基础。”

中原更加出彩，金融必须添彩。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

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是助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

“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金融力量。长期以来，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系统始终秉承服务“三农”、改善民生的使命，坚持支农支小的

市场定位，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方式创

新，各项业务呈现出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支持我省经济

发展、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阳市农村信用社近两年，紧紧围绕省联社党委“稳、严、

实、细”和“转观念、强管理、练内功、树形象”工作总要求，以争创

“双一流”银行为战略目标，通过在全员倡导“三真”和“三干”的

作风文化，在管理团队中实施“项目管理”，在夯实管理基础上开

展“三基”工程等一系列措施，在全市农村信用社系统打造了一

支“管产学研用”五体一体的金融铁军。在改革发展、金融扶贫、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转型创新等诸多方面，谱写了发展新篇章。

争创“双一流”助力中原出彩，将对南阳市农村信用社系统在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金融精准扶贫中涌现出

的个人和集体进行全景式展现，以更好地激励和引导广大农村信

用社员工以一流的业绩，积极投身到为中原出彩添彩的实践中去。

内乡农商银行：勇做农信改革“排头兵”

内乡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到浩林果业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