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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张军印 张国义 程林芳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野县汉华街道的复转
军人南卫东从县农信联社领到了 8万元创业贷
款，“多亏了农信社为复转军人开通的绿色信贷通
道，”南卫东说，在农信社客户经理的贴身服务帮
助下，自主创业的资金问题迎刃而解，有了这笔
钱，就能买到大货车搞蔬菜运输了。

“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服务的目标，农信社是
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在迈向现代银行的改制过
程中，服务是我们不变的本色。”新野农信联社理
事长段士群表示，2017年以来，该联社按照省联
社、市农信办要求，深化行业服务品牌长效机制建
设，以服务品质提升发展规模，以县域 42.36%的
存款份额担当起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 60.23%以
上的贷款资金需求，连续多年位列全市纳税百强
名单，先后获得并保持了省级“支农先进单位”“文
明单位”“卫生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作为新野县网点最多、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
新野县农信联社秉持“争创双一流、争做出彩农信
人”的宗旨,不断强化自身素质，做强金融服务水
平，树立起一支作风过硬的“农信铁军”形象。

作风过硬的支农先锋

“老杨，上次我帮你申请的公益扶贫救助款马
上就批下来了。”8月 11日，新野联社派驻王庄镇
梅湾村第一书记庞中华，急匆匆走进贫困户杨新
亮的家中，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庞书记你真是给
俺下了及时雨，这下俩娃子上学的钱有指望了。”
杨新亮一听也高兴起来。

庞中华原本担任新野联社王庄信用社副主
任，2017年，联社选派他驻村扶贫，同时担任该镇
赵庙和梅湾两个村的第一书记。他告诉记者，村
中贫困户因病因残致贫占了多数，他通过落实扶
贫政策、开展金融扶贫“双管齐下”，帮助 29户贫
困群众年均增收4300元以上。像杨新亮一家，夫
妻双方均有残疾并患病，担任村保洁员等公益岗
位每年收入4600元，庞中华又帮他申请到金融扶
贫贷款入股花生合作社产业，每年还能有4000元
分红，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

由于长时间在田间奔波，41岁的庞中华看上
去和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这两个村土地贫瘠，
脱贫任务很重，咱只有带头苦干才能领着老百姓
早日致富。”庞中华说，虽然家就在县城，但自己常
常一两个月也回不上一趟家，“从前坐办公室是轻
松，现在虽然苦点累点但很充实。”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支农惠农的先锋队，新野农信人的顽强作风并非
一天炼成。去年以来，新野联社以打造“军队型”银行为目标，强化作风建设，
建强基层党建。该联社出台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要求，开通社会监督电话，
落实首问责任制和奖惩机制；组织全辖500余名干部职工按照军队队列条例
标准分批对全员进行军事化训练；在联社机关和示范网点建设党建文化室，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重温入党誓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警示教育活
动，把党员教育活动融入基层党建常态化建设。

2017年以来，新野联社党委把践行社会责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组
织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扶贫攻坚工作，要求25个基层党支部组织党员成立扶贫
攻坚小组，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大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同时，激励贫苦群众
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对缺乏资金的贫困户优先进行信贷扶持，截至今年
7月底，该联社累计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 6622万元，先后累计投放产业
扶贫贷款4620万元，累计带动924户贫困户、3000余人脱贫增收。

阳光服务情暖人心

“谢谢你闺女，要不是你提醒，俺都不知道自己把钱掉到哪去了。”8月 9
日，在新野县农信联社鑫鑫储蓄所，63岁的刘华玲拉着储蓄所主任赵彬华的
手感激地说。原来，刘华玲之前在办理取款业务时，把一叠人民币落在柜台上
就离开了。当日值班的赵彬华发现后，通过调取监控录像确定失主，马上调取
客户资料联系上了刘华玲，为老人挽回了损失。

天热时送上一杯清茶，下雨时为客户撑起雨伞，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为
鑫鑫所赢得了客户的交口称赞。“从细节出发，待人以诚，才能赢得客户的信
赖。”赵彬华说，作为联社最基层的窗口，他们把每一位客户都当成自家人，“只
要进了门，不办业务我们也欢迎。”

鑫鑫所只是新野联社规范化服务的一个缩影。该联社把“优质、文明、方
便、快捷、规范、真诚”的服务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中，打造亲切、细致的品牌服务
特色。同时，该联社对全辖 30个营业网点进行高标准的升级改造，统一布局
和形象设计，打造新型精品网点，先后有3个基层网点被评为百佳基层网点，1
个基层网点被评为星级基层网点。

在新野联社，服务不仅局限在柜台内部，更延伸向社会方方面面。今年1
月起，该联社发起“金燕爱帮扶”慈善捐助活动，在不影响客户本身收益情况
下，客户每存入1000元存款，联社拿出1分钱存入慈善专户，专用于捐助环卫
工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五保老人、残疾人等群体。

从去年至今，新野联社持续开展“建设大美农信，做最美农信人”爱心志愿服务
活动。65名来自联社各部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志愿服务队，利用节假日时间，
走上街头清扫垃圾，走进敬老院、贫困家庭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奉献爱心。

扶困济贫体现的是新野农信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而根系三农、相融共生是农
信人的价值所在和最高追求。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该联社累计向贫困地区和
特殊人群捐赠现金和物资累计14余万元，目前，“金燕爱帮扶”慈善资金已累计达
11.9万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践行改善民生的企业使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段士群说，市农信办党
组提出，农信社要形成“家庭”式的企业文化，在他看来，这个“大家庭”的使命
就是服务大众，就要为社会贡献爱心、践行公益，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淅川农信联社

绿了山乡又富民的“农信担当”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张军印 曾照宇

8 月 14 日，地处大山深处的淅川
县西簧乡桃花村一派绿意盎然，贫困
户胡学林一大早起床，从自家大棚采
了满满一袋香菇，赶到村委会去“送
礼”。原来，今天是淅川农信联社要为
该村整村授信的日子。

桃花村是淅川农信联社确定的扶
贫小额信贷示范点，胡学林正是首批
授信客户之一。“今年2月份，信贷经理
根据我的情况，帮我申请了3万元贷款
用于发展香菇种植，现在已经开始挣
钱了。”胡学林告诉记者，在淅川农信
联社西簧信用社任国宏的帮助下，自
己购买了 12000袋香菇，他算了笔账：
一年能收四茬，每袋能赚3元以上，“当
年就能还清贷款，明年就能致富。”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淅
川县确立了“生态立县”发展战略和绿
色发展主线，当地农信社紧紧围绕生态
产业发展，创新信贷产品、优化信贷流
程，做出了生态富民的“农信担当”。

自2016年以来，淅川农信联社创造
性探索实践的金融扶贫工作机制，受到
人民银行郑州中支、河南银监局肯定，被
誉为金融精准扶贫的“淅川做法”。

“保水源是重大责任，谋发展是第
一要务，这个过程中淅川农信人要勇
于担当。”淅川农信联社理事长李华有
表示，该联社以“绿色信贷”为发展主
旨，积极投身渠首水源地高效生态经
济示范区建设和金融扶贫主战场，全
县农信社累计投放各类扶贫贷款 7.96
亿元，支持、带动了贫困户 13719 户
50596人增收。

找准产业扶贫“牛鼻子”

在淅川县金河镇彪池村的扶贫车
间里，40 台织机前，工人正在忙碌地

赶制羊毛衫。42 岁的王建荣告诉记
者，他们都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车间拿计件工资，平均每月能有
2600多元收入。

这是淅川农信联社“贷”动企业
帮助贫困户致富的一个缩影。该联
社实施“龙头企业+贫困户”“公司+
基地+贫困户”等扶贫模式，创新推
出产业扶贫助力贷产品，扶持对象为
带贫作用明显的小微企业以及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针对不同规模的
主体，设定了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的最低人数，且规定用工期限要在
3个月以上。截至 2018 年 7月底，该
联社已累计发放金燕扶贫贷 2132 笔
7630 万元，支持贫困户 2132 户 9885
人实现增收。

近年来，淅川农信联社紧紧抓住
扶持特色产业这个牛鼻子，在加大信
贷支农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

养结构，大力支持特色种植、特色养殖
和特色加工。该县农信社投放“金燕
扶贫+”产业助力贷款 300万元，支持
淅川县厚坡镇陈营村芦笋产业种植，
目前已形成 3000亩的芦笋种植规模，
纯收入 1000 余万元。芦笋种植已成
为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仅
此一项就让该村户均增收万余元。目
前，该县农信社已累计投放特色种植
产业贷款 8795万元，支持特色种植产
业项目 73个。

针对渠首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偏
远山区金融服务相对缺失的实际，淅
川农信联社启动“金融服务进村入社”
工程，通过在乡村、社区小超市、小商
店设置金融服务便民点，专门成立了

“流动信贷服务车”队伍，把银行服务
延伸到农村，缓解农村偏远地区金融
机构设置不足、金融服务薄弱的难
题。截至目前，全县共设立普惠金融
服务站 3 个、自助银行 95 台、农民金

融自助服务点 123 个、惠农支付服务
点 314 个，实现了全县 499 个行政村
（社区）金融服务全覆盖。

瞄准县域经济发展“龙头”

今年 7月 11日，河南福森药业有
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作为淅川县重点龙头企业，福森药业
成功上市的背后，离不开淅川农信联
社的鼎力支持。

李华有告诉记者，针对福森药业
在上市过程中所需的金融服务，该联
社向企业提供表内融资与结构化融
资产品方案，在信贷、结算、担保方式
上给予优惠。为扶持福森集团原料
基地建设，扩展产业链条，淅川农信
联社向福森中药材种植开发有限公
司发放“生态产业贷”1.5 亿元，建成
3.8 万亩全国最大的金银花生产基
地，从源头上控制药品质量，助力企
业发展。

福森药业和淅川农信社的强强合
作，是当地银企合作的一个典范。目
前，该联社已向全县先进制造业、高效
农业产业化企业、旅游业、绿色产业发
放贷款 20.8 亿元，全县新发展生态产
业 20余万亩，建成全国最大的玫瑰连
片种植基地、全国最大的石榴种质基
因库、全国最大的竹柳种植基地，为丹
江口库区建设了一道生态屏障。

“淅川以生态立县谋发展，农信
社的经营发展也要绿色打底。”李华
有说，“我们先后投放 4 个多亿信贷
资金，支持建设了丹江湖百里绿色长
廊生态公益林、3.9 万亩的环库茶叶
带、7.5万亩丹江沿岸药用种植基地和
环丹江生态旅游景区，为后代留下的
是一座生态富民的金山银山。”该联
社围绕生态产业做文章，力求为全县
人民打造一个能致富、可持续的“绿色
银行”。

邓州农商银行

精耕细作“百花信贷”
撒播金融雨露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张军印 刘荣璟 黄进昌

“咱农商行批给我的8万元贷款真
是场及时雨。”8月 12日，邓州市十林
镇石岗村的“巧媳妇”服装加工基地
内，60多名妇女正在赶制成衣，基地负
责人罗会珍对上门回访的邓州农商行
信贷经理刘光琛说，“原来缺资金，只
能做来料加工，现在用这笔贷款当本
钱做包工包料，利润就能翻倍，明年我
还要找农商行贷款并扩大规模。”

罗会珍是邓州农商行“无忧乐贷”
的受益者之一。这是邓州农商行针对
非企业类的创业能人、个体业主推出
的信贷产品，也是邓州农商行立足服
务区域实体经济、打造“百花信贷”的
具体举措之一。

“改制挂牌农商银行一年来，我们
坚持以创新引领品牌、经营和管理齐
头并进，资产规模、质量效益和社会影
响均取得较大突破，改制正释放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邓州农商行董事长
史德生告诉记者，截至今年 6月末，邓
州农商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 137.2 亿
元，较年初净增 16.85 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达 75.3 亿元，较年初净增 7.7 亿
元，存贷款总量、增量和覆盖面均居邓
州区域内 12家金融机构之首，在南阳
13家县级行社中名列前茅。

今年以来，邓州农商行积极落实
省联社、市农信办提出的“争创‘双一
流’助力中原出彩”文化理念，结合邓
州实际，对企业文化、产品种类、服务
理念等进行全方位包装，形成了以“百
花金融”为主题的企业文化，重点打造
无忧快贷、百花乐贷、薪易贷、收粮
贷、服装贷等一批拳头产品，将邓州农
商行打造成产品全、服务优、治理好、
收益高、品牌响的“丹江库区人的生活
银行”。

助推县域经济“百花齐放”

“我的26个种菇大棚、一个柴鸡养

殖场年销售收入近400万元,获净利润
60余万元。”8月14日上午,邓州市首笔
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姚绍良兴奋地说，在信用
社大额的资金支持下,企业经营规模不
断升级，产品已经成为当地名优特色产
品，并走进北京的农贸市场。

从2016年起，邓州市试行“三权分
置”农村土地改革，正处于改制攻坚阶
段的邓州农信社主动作为，加大金融服
务和产品创新力度，从土地整理、流转、
到种植大户生产经营进行全流程信贷
支持，至改制农商行以来，已为“两权”
经营主体发放土地流转贷款 8683 万
元。这一模式经中央、省、市媒体报道
后，被全省多地金融机构推广学习。

史德生表示，为发挥“三农”主力
军的作用，邓州农商银行加大信贷产
品创新力度，坚持普惠金融和服务“三
农”的市场定位，创新推出了仓单质
押、活体抵押、林权抵押、土地经营承
包权抵押、企业联保、协会联保、存货
抵押等全新的贷款服务方式，加强与
农业龙头企业的深入合作，推广“核心
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信贷

模式；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产业
大户+政府担保+农业保险+补偿机
制+农商银行”的服务模式，推动农村
农业产业链发展。

邓州农商行以服务县域实体经济
为抓手，开展“走千村、进万户”活动，
已累计投放农户、农村经营大户贷款9
笔 7800万元，投放农业专业合作社贷
款 11户 7.23亿元，投放产业集聚区贷
款 74笔 10.55亿元。累计发放中小微
企业贷款达31.54亿元，大力扶持永泰
棉纺、沃尔福汽车零部件、明达机械、
华耀风神雷诺汽车玻璃等县域骨干企
业以及其他中小企业、服务业等新兴
产业做大做强，促进县域经济实现跨
越式发展。

“金融雨露”助力脱贫攻坚

大地流火的七月，邓州农商行主动
与该市扶贫部门对接，打响了脱贫攻坚
战的集中战役。该行组织由45名扶贫
帮扶责任人和 150余名客户经理组成
的金融扶贫工作队，在邓州 28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613个行政村调查走

访，满足贫困户的各类金融需求，向邓
州大地撒播着一场金融“及时雨”。

在调查走访中，邓州农商行扶贫
工作队深入贫困户家庭和当地脱贫企
业，针对当地产业现状对症施策。他
们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发放 5万元以
下免利息、免担保、免抵押的小额扶贫
专项贷款，鼓励有经营产业、项目意愿
和能力的贫困户发展养殖、加工等项
目，完成扶贫由“输血”到“造血”的实
质性转变，及时送来信贷资金，帮助贫
困户尽快脱贫致富。

仅 7 月 5 日至 20 日半个月时间，
经过详细的调查、对接、筛选，该行就
新增小额扶贫贷款授信70余笔 320余
万元，7月底前即将资金发放到位，占
邓州市小额扶贫贷款的100%。

与此同时，邓州农商银行积极对
接政府、人行、银监等部门，按照“政府
推动、银行支持、产业带动、财政贴息、
农保参与”五位一体的原则，探索“政
府+金融+企业”的长效联动机制，加大
对带贫企业、合作社的间接信贷支持
和对贫困户的直接信贷投放，帮助贫
困户尽快脱贫致富。截至目前，该行
累计投放 8900余万元信贷资金，支持
了黄志牧业绿色养殖、本源农业芍药
深加工、凯达汽车的新能源环卫清扫
车等项目。

截至 2017年年底，邓州农商行共
发放扶贫贷款 3.09 亿元，占邓州市扶
贫贷款总额的 99%，2018年上半年又
新投放扶贫贷款 2985万元，带动贫困
户 4505 户 14901 个贫困人口逐步脱
贫。2018年年初，邓州农商银行被邓
州市委、市政府授予“扶贫攻坚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被南阳市委、市政府授
予“千企帮千村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作为服务本土的农字号银行，我
们将全力推进区域领军型、质量效益
型、创新驱动型、管理规范型、和谐共
享型现代银行建设，努力把邓州农商
银行打造成历久弥新、行稳致远的‘百
年老店’，全力助推邓州丹江口库区区
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史德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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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农商银行白牛支行到桃农种植基地进行贷后调查 黄进昌 摄

淅川农信联社工作人员帮助贫困户计算收入账 曾照宇 摄

新野农信联社营业网点开设阳光信贷受理窗口 程林芳 摄

争做“双一流” 助力中原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