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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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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润怀川

□□成安林成安林 郭春晖郭春晖

作为地方法人银行作为地方法人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充分焦作中旅银行充分
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牢牢把握牢牢把握““促进促进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这一核心主线这一核心主线，，聚焦基聚焦基
础设施建设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医疗卫生
等方向等方向，，积极满足实体资金需求积极满足实体资金需求，，有力推动有力推动
了地方实体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了地方实体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焦作中旅银行克服经济下行焦作中旅银行克服经济下行
压力和诸多负面环境因素压力和诸多负面环境因素，，始终以服务地方始终以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为己任经济发展为己任，，用用““创新发展创新发展””的非常之的非常之
功功，，以以““速度速度++温度温度””的非常之力的非常之力，，助推企业复助推企业复
工复产工复产，，扎实做好扎实做好““六稳六稳””工作工作，，全面落实全面落实““六六
保保””任务任务。。

焦作中旅银行积极与智慧金服沟通，及
时发布产品信息、对接融资需求、完成贷款发
放，打通了企业融资通道，提升了银企对接效
率，提高了银行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效果。

焦作中旅银行通过运用政务大数据形
成的企业画像，提升信贷业务的办理效率。
智慧金服平台通过整合政府大数据，消除信
息不对称而形成的融资壁垒，在贷前、贷中、
贷后全流程为银行提供支持，缩短业务办理
时长，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和业
务办理效率。截至11月末，该行在智慧金服
平台共实现贷款投放 493笔，金额 65.10 亿
元。

疫情期间，焦作中旅银行本着“服务地
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和服务城乡居民”的
定位，进一步加大与智慧金服合作力度，推
广线上化贷款产品——惠民贷，让客户实现
足不出户，便可获得贷款。

焦作中旅银行对惠民贷在风控模型和
操作体验上不断优化升级，并对个体工商户
和小企业主提供优惠利率的政策，通过集中
对商圈和专业市场的推广，使惠民贷产品走
进广大经营者中，切实服务普惠金融客群，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至11月末，惠民贷业
务累计发放13708笔，金额合计6.47亿元。

一组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 11月末，焦
作中旅银行资产总额947.83亿元，较年初增
加 17.01亿元，增幅 1.83%；贷款余额 510.37
亿元，较年初增加 57.15亿元，增幅 12.61%；
存款余额 475.59亿元，较年初增加 30.87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 47.35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 1.38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75 亿元。
2016—2019 年，焦作中旅银行累计纳税
20.43 亿元，四年来先后三次荣获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一等奖。

2017年以来，焦作中旅银行连续三年荣
获年度“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连续三年纳税额排名全市第一，
2020年前 11个月纳税实缴入库5.9亿元，积
极发挥支持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

“作为地方法人银行，金融回归本源、助
力实体发展既是中央、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
的管理要求，更是金融机构反哺地方、实现
自身发展的分内之责和发展之需。下一步，
焦作中旅银行将持续坚定‘三服务’定位，加
大实体帮扶力度，加快转型步伐，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贡献积极力量。”焦作中旅银行行
长游翔说。

□□成安林成安林 谢红艳谢红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金融活，，经济经济
活活；；金融稳金融稳，，经济稳经济稳。。

焦作金融系统以高度的政治担当焦作金融系统以高度的政治担当，，坚坚
持持““说了算说了算、、定了干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再大困难也不变””的工的工
作理念作理念，，践行金融使命践行金融使命，，全力落实信贷政全力落实信贷政
策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建重点项目建
设现场和中小微企业里都是一派生机勃勃设现场和中小微企业里都是一派生机勃勃
的生产景象的生产景象，，金融活水正在滋养着全市实金融活水正在滋养着全市实
体经济健康发展体经济健康发展。。

截至 10月底，全市新增融资达到 338.5
亿元，增幅 9.96%。银行业机构各项存款余
额 2302.2 亿元，增长 14.1%，居全省第 3位，
较 年 初 增 加 251.7 亿 元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1708.7 亿元，同比增长 14.6%，居全省第 6
位，较年初增加 178亿元……

一组数据折射出，焦作金融部门提升
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为实
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金融环境，激发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探索完善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新
模式。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百
千万”和“861”金融暖春行动，推进重点领
域企业融资与智慧金服平台衔接融合、精
准扶贫企业贷款工作，小微信贷“两增两
控”目标整体完成。截至 10 月底，为全市
企业、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等减费让利
1.94 亿元。全市银行业机构小微贷款余额
606.43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63 亿 元 ，增 幅
11.59%。

“去年，我市成功入选财政支持深化民
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国家试点
城市，被评为河南省首批两个财政支持深
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国家
试点城市之一，创造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

‘焦作模式’。”焦作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杜拥
军说。

全力推动企业上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通过上市专班，实行市级领导分包联系企
业制度，建立企业挂牌上市“绿色”通道，

“一站式”解决企业存在问题。2020 年，强
耐新材在河南证监局辅导备案，金鑫恒拓
转板进入创新层。皓泽电子上市工作加速
推进，近日递交上市材料；科瑞森力争明年
一季度申报上市材料；云台山旅游、江河纸

业力争明年一季度完成辅导申报。焦作已
基本形成“上市一批、辅导一批、培育一批”
的企业上市工作机制。

多点发力推动直接融资实现新突破。
市投资集团申报的全省首支 15亿元小微企
业增信集合债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总规
模 20 亿元的基金债已完成尽职调查，总规
模 30 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已完成工商注
册；市建投公司 40 亿元私募债已获上交所
受理；市公共住房建设投资公司 21 亿元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已获上交所通过。龙蟒佰
利联、多氟多等 4 家上市公司拟通过非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形 式 募 集 资 金 共 计 73.63 亿
元。截至 10 月底，全市利用资本市场直接
融资 160.5 亿元。

叫响“焦作智慧金服”新品牌。随着
“1+3”组织运行架构、“24字”融资新机制、
“1+N”政策支持体系、“5+1”平台功能构成
的 日 益 完 善 ，焦 作 智 慧 金 融 服 务 体 系 形
成。截至 10 月底，金服平台累计注册企业
3674 家，2399 家企业发布融资需求 577.36
亿元，1859 家企业获得贷款 498.91 亿元，

获贷率 86.41%。焦作智慧金服已获得央行
企业征信机构备案，成为全省第三家具备
企业征信服务资质的机构。10 月 9 日，省
委主要领导莅临焦作智慧金服调研。中央
电视台两次对智慧金服破解民营和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焦作模式”进行了
报道。

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主体新活力。
聚焦提高审批办贷效率，引导银行机构强
化大数据思维，线上线下同步推动产品创
新，提高金融产品的便利性、可得性。智慧
金服平台先后与中旅银行、中原银行、市农
信办合作推出线上纯信用产品“惠民贷”、
支持烟草零售商复工复产的“商超 V 贷”、
新型信贷产品“房产二押贷”，为解决个人
客户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下一步，我们
将把‘稳金融’工作着力点放在承接当前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机遇上来，在增强金融机构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上，让更多企业感受到‘金融温度’，助推全市
经济发展高质量。”杜拥军说。

2020年 5月，焦作中旅银行荣获焦作
市 2019年度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突出贡献
奖一等奖

2020年7月24日，焦作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

提高站位，精准落实脱贫攻坚
决策部署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思想上真正重
视起来，金融参与精准扶贫才能扎实有效开
展。

“金融参与精准扶贫，既是金融机构履行
社会责任、增强发展后劲的内在要求，也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焦
作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宏伟说。

焦作市农信社（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把脱

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一号工程”，
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金融扶贫的总抓手，以加
强党的建设带动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强化金融扶贫“一把手”负责制，充分发挥
市办党组和各行社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和领导
核心作用，把全体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优势转
化为金融精准扶贫优势，全力推进金融精准扶
贫工作，让党旗在怀川大地高高飘扬。

健全完善精准扶贫制度，先后印发《信贷
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工作
指导意见》《扶贫小额贷款授信管理办法》《扶
贫工作考核办法》等系列文件，编制扶贫工作
责任表，明确金融精准扶贫目标，层层分解扶
贫任务，确保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

压实精准扶贫工作责任，行社负责人、网
点负责人、驻村工作队成立专门组织，构建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三级联动、梯次帮扶”责
任体系，坚持“工作到村、扶贫到户、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督导到底”，定期通报工作进展，严
格执行奖优罚劣，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推动扶贫工作向纵深开展。

靶向扶持，提高金融精准扶贫
质效

“要不是咱农商行给俺贷款，俺家的饭店
恐怕就开不下去了。”修武县西村乡陪嫁妆村
的贫困群众张进梅曾因饭店亟待整修，周转资
金不足而一筹莫展，修武农商银行按照“优先
发放、利率优惠”的原则，为其开辟贷款“绿色
通道”，及时发放 5万元扶贫贷款。如今，她的
饭店日渐红火，日子也过得“芝麻开花节节
高”。

在农信社金融“活水”的润泽下，越来越多
像张进梅一样的贫困群众甩掉了“贫困帽”，走
上了致富路。

作为当地金融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焦作
市农信社（农商银行）聚焦贫困地区，瞄准薄弱
环节，发挥差异化特色优势，持续加大小额信
贷投放力度，特别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支持

力度不断“加码”。
通过逐村逐户走访了解、与驻村第一书记

建立日常联系制度等，摸清贫困户经营性资金
需求，一户一档，一户一策，对符合贷款条件的
贫困户做到应贷尽贷。主动加强与扶贫办、财
政局、金融局等部门沟通协调，积极与民营小
微、农村各类合作社对接，为不具备经营能力
的贫困户提供就业信息，打开脱贫突破口。

大力开展专项金融教育培训，利用乡村集
市、集会，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定期为
贫困户普及金融知识，提供常态化、个性化金
融服务。简化贷款程序，开通绿色通道，全面
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努力提高金融精准扶
贫质效。

优化模式，创新产品精准施策
落实落细

焦作市农信社（农商银行）通过创新模式，
加大帮扶力度，为扶贫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有力的信贷支持。创新推出“支农惠贷通”“致
富贷”“农村青年创业贷”“巾帼富”等信贷产品
20余个，满足了贫困户生产经营、就业创业等
多方面的资金需求。

创新实施“农信社+企业+农户”“农信社+
政府保证金+企业+农户”“农信社+贫困户+企
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扶贫模式，对“四大怀
药”、光伏产业、云台山周边农家乐等特色产业
优先扶持，先后支持特色企业 20余家，间接带
动 208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以“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乡
（镇）”为目标，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改善农村支
付服务环境，深入推进金融惠民工程和“村村
通”建设，让贫困户就近、方便、快捷地享受到
现代金融服务。通过优化乡镇网点布局、增加
电子机具、扩展服务功能等措施，努力解决偏
远地区、贫困村的金融服务问题，普惠金融覆
盖面更加广泛。

截至 11 月末，全市农信社共布放自助设
备 380 台，设立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642 个。
同时，强化消费扶贫，在河南农信 App“金燕 e
购”商城设立焦作消费扶贫专区，已完成 18家
扶贫企业的入驻和 44 种商品的上架，有效打
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脱贫攻坚，任重道远。“作为以‘服务三农、

改善民生’为宗旨的地方金融主力军，助力脱
贫攻坚是农信社的初心所在和使命所在。”刘
宏伟说，焦作市农信社（农商银行）将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一如既往
做好金融精准扶贫，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积
极贡献农信力量。

焦作市农信社（农商银行）

书写高质量脱贫的金融答卷
□成安林 王辉

脱贫攻坚，金融当先。作为

脱贫攻坚系统中的强力引擎，金

融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

能的重要路径。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焦

作市农信社（农商银行）充分发挥

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自觉扛起

金融扶贫政治责任，积极探索金

融扶贫新思路，创新金融服务新

举措，大力实施产业扶贫、智力扶

贫、就业扶贫、普惠金融扶贫等模

式，“输血”“造血”并举、“融资”

“融智”结合、线上线下并进，努力

推动贫困人口向脱贫致富嬗变，

为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注入动

力。

亮眼的数字映衬出焦作市农

信社（农商银行）助力精准扶贫的

责任与担当：截至目前，全市农信

社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2.93亿元，

惠及贫困人口3.92万人。

韭菜基地话“双赢”汤春芬 摄

践行普惠金融 刘长春 摄

支农大棚 柴明辉 摄

帮扶到果园 郭普 摄

焦作中旅银行

创新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