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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壮大，
已逐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面对经济结构和
市场主体的变化，我省农信社切实增加对各类民营企业的信贷投
入，积极为他们提供循环授信、股权质押、仓单质押、支付结算等全
方位的金融服务，保证了众多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力
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我省农信社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民营企业逐步摆脱困境，
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好想你、三全、思念、牧原等一批全国知名民
营企业迅速崛起。目前我省农信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124
亿元，占公司类贷款的 97.42%，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30%以
上；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户数占全省金融机构支持总户数的 40%
以上。

2018年 11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发表后，我省农信社紧密结合省内民营企业发展实际，迅速启
动了“支持千万民营企业腾飞计划”，即在全省选取1000家民营和
小微企业、10000家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建立重点客户储备库，并为其提供包含资金结算、信贷支持、中间
业务及信息咨询等在内的全方位多样化综合金融服务，着力构建
支持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为保证该计划落地、落实、落细，我省
农信社研究出台了增量提质、减费让利、创新服务方式等22项具体
措施，给广大民营企业带来了福音。预计到 2020年末，全省农信
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将净增 1000亿元以上，余额将突破 6000
亿元，授信户数将达100万户以上，单户1000万元以下的民营和小
微企业贷款户数、余额及占比也将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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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在这片古老而

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近年来，亿万河南人

民担当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肩负

着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

的使命，迎难而上，开拓进取，谱写了中原

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雄壮乐章。

在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后，有

一支金融劲旅功不可没。她，自1951年成

立以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是我省机构网点最多、资金实力最

强的金融机构；她，在近70年风雨历程中，

扎根“三农”，情系百姓，矢志不渝，初心不

改，是我省距离农民最近、支农情怀最深的

金融机构；她，在改革开放 40年的时代大

潮中，奋楫争先，摇桨扬帆，乘风破浪，攻坚

克难，是我省近年来化解包袱最多、面貌变

化最大的金融机构。

这支金融劲旅，就是有着 139家法人

机构、5202个机构网点、5.6 万名在岗员

工、1.6万亿元资产规模的河南省农信社。

近年来，我省农信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主动融入，积极作为，在支农支

小支微、金融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支

持民营企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服务三农、改善民

生”的使命担当。

农信社生于“三农”、长于“三农”。近70年，省农信
社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根本宗旨，与广大农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一代代农信人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用真情与汗水传承着服务“三农”的不变基因。

推动“三农”事业发展，资金问题是关键。面对农业
大省“三农”发展对资金的强劲需求，全省农信社不断增
加涉农贷款投放，切实保证粮食生产的信贷资金供应，
积极支持广大农户、种植养殖专业户、农民合作社的生
产经营，较好地发挥了支农资金主渠道和农村金融主力
军的作用。

针对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农信社数以万
计的客户经理发扬“背包精神”，深入村组、街道、社区、
山寨，了解客户资金需求，主动开展评级授信，对符合贷
款条件的积极给予支持，甚至将信贷资金送到田间地
头。

针对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慢”问题，我省农信社推
出了“金燕快贷通”系列产品，对经过信用评级、授信的
客户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
简化了办贷程序，提高了办贷效率。2018年省农信社
手机银行系统上线后，客户贷款便利度再次升级，经过
评级授信的农户和小微企业均可通过手机银行在线办
理贷款业务。

针对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贵”问题，全省农信社出
台了一系列利率优惠政策，根据客户的经济实力、盈利
能力、信用状况以及贷款的担保方式、风险水平等，实行
差别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客户负担。

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农信社积极响应党中央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号召，深入实施支持乡村振兴“百千万”行
动计划，提出了 5年内投放贷款 5000亿元重点支持我
省 100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1000家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10000 家专业大户和农民合作社的目
标。

数字是最好的印证。2018年，我省农信社当年新
增贷款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 1218.95亿元，占全省银
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 20%；年度内累计投放贷款
6406.43亿元。截至2018年末，我省农信社各项存款余
额12981.65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0.33%；各
项贷款余额 7977.36 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16.68%；存贷款余额、新增额、市场份额均居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首位。涉农贷款占比 87.83%，小微企业贷
款占比50%，均居全国农信系统前列。

在增加信贷支持的同时，我省农信社还积极运用现
代科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不断优化农村支付结算环
境，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截至 2018年
末，全省农信社惠农支付服务点、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分别达 7892个、13473个，POS终端存量 9.08万台，自
助设备存量 9519台；电子银行客户数达 863.6万户，电
子银行交易替代率达85.39%。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全面打响精
准脱贫攻坚战。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战役，力度之强、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这一场关系民心的战役，真正的前线在农村。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我省农信社积极响应中央、省委号召，
充分发挥扎根县域、扎根基层的优势，毅然扛起金融扶贫这份沉甸
甸的使命，积极投身精准扶贫第一线，切实履行了“金融脱贫攻坚、
农信一马当先”的诤诤誓言。

近年来，我省农信社找准“贫”因，抓住“困”源，对症下药，以支
持贫困户和带贫企业为发力点，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贫困县
稳定摘帽为目标，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信
贷支持力度。截至2018年末，全省农信社累计投放扶贫小额贷款
150.94亿元，余额 63.48亿元，帮扶贫困人口 82.46万人；向各类带
贫主体累计投放产业扶贫贷款362.24亿元，余额208.73亿元，帮扶
贫困人口 137.99万人。两项合计，各类扶贫贷款累计发放 513.18
亿元，存量余额达272.21亿元，共帮扶贫困人口220.45万人。全省
农信社扶贫小额贷款历年累放额占省内三家主责任银行投放总额
的82%。

在此过程中，省农信联社积极指导卢氏农商银行开展金融精
准扶贫工作，与当地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一道，探索建立了金融服
务、信用评价、产业支撑、风险防控“四大体系”，形成了既能满足脱
贫攻坚需求、贫困群众需求，又符合上级监管要求、风险防控要求
的金融扶贫新机制，打造出了“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多方参与、合
作共赢”的金融扶贫“卢氏模式”。该模式为河南乃至全国探索出
了一条可复制推广的金融精准扶贫之路，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省
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已成为我省脱贫攻坚战线一面闪亮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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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农信社民营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51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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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末，全省农

信 社 139 家法 人 机 构 中 ，

105家农商银行已挂牌开业

和获准筹建，农商银行总数位

居全国农信系统第二。其

中，洛阳、驻马店、许昌、濮阳、
周口、鹤壁、济源等7家省辖市
农商银行挂牌开业，郑州农商
银行已获准筹建。

改制组建农商银行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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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农商银行开设的扶贫贷款绿色通道

登封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将信贷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温县农信联社支持的小麦种植基地喜获丰收

支农支小支微的“农信力度”1

金融精准扶贫的“农信温度”2

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农信社成立时间长、机构人员
多、历史包袱重，深化改革的难度最大。从1979年“农行代管”，到
1984年全面恢复“三性”，再到 1996年行社“脱钩”，农信社经历了
漫长而又艰难的改革历程，但是管理体制和产权模式问题始终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2005年，省农信联社成立后，我省农信社实现了
集中统一的行业管理。2008年新郑农村合作银行挂牌开业，拉开
了我省农信社县级法人机构银行化改革的序幕。

然而，由于大部分县级联社历史包袱沉重，仅靠自身力量推进
改革困难重重、进度缓慢，到2014年末，全省仅有31家农商银行开
业运行。2015年 8月，省政府印发《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农
商银行工作专项方案（2015—2017年）》，提出了利用三年时间基
本完成农商银行组建的目标，我省农信社银行化改革进入快车道。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省农信
社充分运用政府、市场、农信社三种资源，采取增资扩股、资产置
换、清收盘活、系统内帮扶等多种措施，消化历史包袱、优化监管指
标，并按照“稳定县域法人、鼓励城区整合”的总要求，采取“统筹谋
划、整体推进、一社一策、分类实施”的策略，加快组建农商银行步
伐。截至2018年末，全省农信社139家法人机构中，105家已挂牌
开业和获准筹建，农商银行总数位居全国农信系统第二，其中，洛
阳、驻马店、许昌、濮阳、周口、鹤壁、济源等 7家省辖市农商银行挂
牌开业，郑州农商银行已获准筹建。

在大力推进体制改革的同时，省农信联社以机制建设为核心，
通过系统培训、对标学习等措施，引导督促各市县行社建立健全公
司治理、内部控制、资本管理、薪酬激励、高管选聘、经营创新等“六
项机制”，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使之逐步走上规范经营、稳健发展的轨道，真正成为名副其实
的现代商业银行。

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市县行社的市场意识、竞争
意识、风险防控意识明显提升，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涌现出了一批
在全国全省具有示范效应的标杆银行。2017年，新郑、济源2家农
商银行被中国银监会评为全国标杆银行，新密、中牟、兰考、洛阳、
安阳商都、台前、卢氏、驻马店等8家农商银行被河南银监局评为省
级标杆银行。2018年 7月，省农信联社被省委深改办评为“河南省
改革系统先进单位”。

历经 60余载的曲折前行，走过 40年改革开放的春华秋实，我
省农信社在改革中蜕变，在发展中壮大，昔日的“草根银行”逐步成
为既坚守“三农”初心、又富有现代气息的地方金融企业。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 5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省农信社广大干部员工正以深厚的为民
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迈出新步伐，踏上新
征程，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体制机制改革的“农信加速度”4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胡蕴伟

方城农信联社客户经理深入金木瓜种植基地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