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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无止境，改革不停步。
2005年，在河南省农信社改革发

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的 2 月，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挂牌成立。从此，全省农信
社有了发展的主心骨、行业的领头雁，
开始重整行装，迈入新征程。

省农信联社成立后，相继开展了统
一法人、央行票据兑付、达标升级、改制
组建农商银行等一系列有效举措，变过
去的分散管理为集中统一的行业管
理，全省农信社规模效应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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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信社改制为现代商业银
行，原来存在的制度不健全、资产质量

差的历史包袱正在得到积极化
解，管理水平有效提升、经营
更加灵活。

中牟农商银行改制
后的表现充分印证了这
一点。

2014年 7月 12日，
中牟农商银行挂牌开
业。2016 年 5 月，总资

产达到206亿元；2017年 5月，总资产
达到 298亿元；2018年 5月，总资产近
307亿元；2019年 5月，在大幅度压降
资金业务的背景下，总资产仍然保持上
升，达3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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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我省农信社改制组
建农商银行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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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督促
县级联社消化历史包袱、优化监管指
标，加快组建农商银行步伐。

坚持成熟一家、组建一家的原则，
目前，全省农信社 139家法人机构中，
已完成改制挂牌开业农商银行 97家、
已获准筹建 9家，剩余 33家机构正在
改制中。

改制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改头换
面”，“换牌子”更要“换机制”。省农信
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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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逐 步 走 上
规范经营、稳
健 发 展 的 轨
道，正在努力
打造“形神兼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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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等 8家农商银
行被河南银监局评为省级标杆银行。

全省农信社资本进一步充实，股
权进一步优化 ，管理进一步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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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5年省农信联社成立至今，
全省农信社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
2004 年，全省农信社总资产 2236 亿
元；到了2019年 8月末，这个数字跃升
至17250亿元，增长了 6.7倍。净利润
从 2004 年的负数增加到 2018 年的
116.87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信社
实现净利润74亿元。

2005年以来，全省农信社纳税额

逐 年 递 增 ，从
2004 年 的 2.17
亿 元 增 加 到

79.16 亿元，15 年
间 增 加 了 35.5
倍。今年上半年，

全省农信社共计缴纳
各项税款 34.7 亿元，绝大

部分行社纳税额位居市县前列，为增
加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是创造出来的，梦想是奋斗
出来的。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
要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全省农信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入
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做好省
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坚持不
懈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持之以恒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修改完善
信贷管理办法、干部培养选拔任用机
制，以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严明的
纪律、科学的管理，扎实做好服务乡村
振兴、助力精准扶贫、支持民营小微企
业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全省农信社改革发展高质量，
助推河南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业强省
目标。

在河南，没有哪一家金融机

构像农信社一样，根扎得那么深，

距农民这么近。

济源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董建

华有事没事总要走村串户，村民

一见他的车牌号就知道老董到

了；

新郑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时全

勋为了让急需资金的村民尽快贷

到款，暴雪夜步行十余里去做贷

款调查……

5000元、2万元、5万元，一

笔笔贷款，额度虽小，却雪中送炭

般解决了群众的“大问题”。

根在“三农”，情系“三农”。

河南省农信社自 1951 年成立以

来，一直是我省农村金融的主力

军和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

在服务“三农”、助推地方经济发

展中居功至伟。

特别是 2005年河南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挂牌成立以来，我

省百余家农信社实现集中统一的

行业管理，迸发出改革发展的强

大正能量，已发展成为全省机构

网点最多、服务区域最广、存贷款

规模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2019 年 9 月 21 日，在向全

省农信系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上，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

王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半年时

间两次对河南“三农”和乡村振兴

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农信社

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等提供了根本遵

循。今后，全省农信系统将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做好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民营和

小微企业、精准扶贫等工

作，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新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以优异

成绩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拥有139家法人
机构、5185个机构网

点、1.7 万 亿 元 资 产 规
模，作为支农支小支微

的主力军，全省农信社在河
南乡村振兴大棋局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如何让这艘载有 5.6 万名在岗员

工、28639 名党员的“农信号”巨轮锚
定正确航向，是农信社始终面临的重
要课题。

“农信姓‘党’，党建引领是河南农
信发展的‘根’和‘魂’。”王勇说，全省
农信社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党建工作作
为实现稳健发展的最大法宝，树立“抓
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业务发展高质量，以业务发展
高质量检验党的建设高质量，最大程
度画好党建与发展的同心圆，切实凝
聚起推动全省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强大
正能量。

尤其是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农信系统通
过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选树先进典型、抓实
调查研究、认真检视问题、积极整改落
实，主题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通过以上率下的深入学习，955
次专题党课，3367次调查研究，3390
个问题的检视整改，广大党员干部普
遍反映，在理论学习、坚定信念上有了
新收获，在守初心、担使命上受到新洗
礼，在干事创业、攻坚克难上有了新担
当，在为民服务、转变作风上有了新作
为，在知敬畏、守底线、勤政廉洁、比奉
献上有了新提升。

2019年 9月 21日，是延津农商银
行小潭支行为胡堤村新评定的信用户
授牌的日子。

胡堤村村主任赵荣江不仅忙前忙
后的帮忙招呼，还成了农商银行的义
务宣传员。“评上信用户除了创业有资
金，还说明恁是文明户，是好村民，恁
个个都是信用户，俺们村就是信用村
了，咱们脸上都有光！看看咱亲的厚

的，谁还没有参与到这个优惠政策，抓
紧时间互相通知，争取让咱村的老百
姓都能成为信用户。”

村“两委”参与到整村授信中来，
和农商银行人一起走村串户，为村民
办理评级授信。延津、鹿邑、镇平等
地农商银行与各级党委、党支部正在
开展的“党建+金融”合作，凝聚起乡
村振兴的“红色合力”，有效解决了农
民“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

“党建+金融”新模式是我省农信
社服务实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有益
探索，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缩影。

在 9 月 21 日举行的全省农信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会议上，一系列成果令人振奋。

党员自觉佩戴党徽已经从工作八
小时延伸到八小时外，党员的“第一身
份”意识逐步增强；

开通手机转账服务，手机银行客
户数量已突破1000万户；

推出“金燕快贷通”“金燕连续贷”

“金燕 e 贷”等信贷
产品，解决服务乡
村振兴缺少抓手、
信 贷 产 品 单 一 问
题；

拓展金融服务
空白行政村，需要
重点开拓的 839 个
村中，农信系统一家
今年已覆盖817个……

王勇表示，主题教
育高质量推动业务发展
高质量，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洗
礼中感悟初心的赤诚滚烫、使命的千
钧重量，激发起服务“三农”、改善民生
的澎湃动力。

党建统领 画好党建与发展的同心圆

服务实体 坚守支农支小支微主阵地

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
“小”与“大”的辩证法，在我省农信社
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2019年 8月末的一组数据：
全省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14581亿

元，较年初增加1599亿元，余额和新增额
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的21.02%、29.14%。

各项贷款余额 9186亿元，较年初
增加 1209亿元，余额和新增额分别占
全省金融机构的17.04%、19.95%。

涉农贷款余额 7934亿元，较年初
增加 928亿元，涉农贷款占贷款总额
的86.38%。

小微贷款余额 4398亿元，较年初
增加409亿元，较年初增长10.25%。

看总额，比份额，河南省农信社的
“大”数字着实亮眼。然而，如果比起
户均贷款余额，农信社在全省银行业
末位徘徊。

截至 2019 年 8月末，全省农信社
户均贷款余额 57.42万元，较年初下降
3.95万元，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进一
步加大。其中，个人贷款户均余额
23.99万元，较年初下降1.93万元，个人
贷款投放“小额、分散”特征更加突出。

“这正是农信系统的乡土本色，也

是我们的使命所在。”王勇说，农信社
自诞生之日起，“农”字就已融入血液、
化为基因，作为支农支小主力，始终肩
负着支持“三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的初心使命。

与小农户一起成长，同民营、小微
企业一起壮大，近70年来，我省农信社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支农助农之
路。

2014年，当李俊立从兰考农商银
行获得16万元农户授信时，他经营的五
农好食品有限公司，还是一家生产酱制
品的家庭小作坊。截至目前，兰考农商
银行对其累计发放贷款5798万元。在
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下，五农好公司已发
展成为集农产品无公害种植、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民
营企业。

当然，还有洛阳栾川农商银行支
持的国家级 4A级景区重渡沟风景区、
陕州农商银行支持的三门峡二仙坡绿
色果业有限公司、新蔡农商银行支持
的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西峡农商银行支持的仲景宛西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浉河区农信
联社支持的信阳市十里岗林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新郑农商银行支持的好想
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论是
顺境中的锦上添花还是逆境中的雪中
送炭，都有农信社在背后默默守护。农
信社总是与他们共生共荣、不离不弃。

在河南，像五农好、重渡沟、二仙
坡这样得到农信社扶持的农户、企业，
灿若繁星。

在河南，像农信社这样近 70年来
始终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金融机
构，屈指可数。

自 2016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我省农信社勇挑金融扶贫重担，金融
资源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对符合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贫主体能贷
尽贷，激活金融扶贫的“造血”功能。
金融扶贫的“卢氏模式”已在全省推
广。在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
中，农信社不断探索将精准扶贫和普
惠金融有机结合的普惠金融发展路
径。

目前，全省农信社累计投放扶贫贷
款559亿元，累计帮扶贫困人
口 246万人次，扶贫贷
款投放量居全
省银行业首位。

深化改革 打造普惠型现代农村商业银行

●2004年8月 17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试点的意见》(国办发
〔2004〕66号)，河南省
被纳入全国第二批深
化农信社改革试点省
份。

●2005年2月7日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正式挂牌成立。

●2008年8月26日
河南省首家农村合作

银行——河南新郑农村合
作银行开业。

●2009年6月4日
全省农信社 143.72亿

元专项央行票据全部成功
兑付，走在了全国第二批改
革试点省份前列。

●2014年 11月 17日
河南省农信社新一代

IT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进一
步提高了服务效率，拓宽了
服务渠道，丰富了业务产
品。

●2015年8月5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化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全
省农信社深化体制改革工
作。

●2016年3月23日
河南省农信社各项存

款余额突破10000亿元，成
为全省首家存款突破万亿
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6年7月29日
全省首家由市农信办

和城区行社整合组建的农
商银行——洛阳农商银行
挂牌开业。

●2017年4月24日
省农信联社荣获 2016

年度河南省银行业“最具社
会责任”银行称号。

●2018年6月27日
省农信联社配合中国

银行业协会，在洛阳举办了
部分农合机构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交流座谈会。这是
省农信联社成立十多年来
首次承办的农信系统全国
性会议。

●2019年5月3日
全省农信社电子银行

客户数突破 1000 万，标志
着全省农信社电子银行业
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9年6月5日
全省农信社金燕信用

卡首发仪式暨金燕 e 系列
产品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2019年7月5日
省农信联社与省社科

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研讨
会议在郑州举行。

农信
大事记

全省农信社资产情况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8月

44714471

95069506

1725017250

22362236

（单位：亿元）

全省农信社存贷款情况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8月

33203320

78487848

14521452

（单位：亿元）

1458114581

存款余额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贷款余额

91869186

48194819

25112511

11681168

省农信联社成立以来

全省农信社

上缴税款情况

1818..0000

5454..5656

7979..1616

22..1717

（单位：亿元）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2018年

全省农信社

净利润情况

1111..9696

102102..9393

116116..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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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桑梓68载 坚守初心再出发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奋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
王勇调研金融精准扶贫王勇调研金融精准扶贫

▲▲省农信联社省农信联社9628896288客服中心客服中心
▲▲农信社支持养殖业发展农信社支持养殖业发展

▲▲农信社信用户授牌现场农信社信用户授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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