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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下、黄河岸边，一串串济

源农商人普惠金融的足迹令人印象

深刻。多年来，济源农商银行在省

联社党委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服务

三农 服务小微”的初心使命，勇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担当。一

项项实实在在的措施，一笔笔真金

白银的帮助，折射出济源农商银行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践行普惠金融

的孜孜追求与不断探索。

截至9月 30日，支持实体经济

贷款余额超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突破121亿元，率先在全市银行业突

破百亿大关, 贷款户数超3.2万户。

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5亿元，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4亿元。

□胡舒彤 张蓓蓓

支持实体经济贷款余额超100亿元

济源农商银行：躬耕三农“沃土”彰显金融担当

坚持党建引领，坚守服务“三农”主阵地，为乡
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农信“活水”。

推行“党建+金融”模式，创新开展“三结合一
共建”活动。济源农商银行党委与全市 16 家镇
（办）党委签订《党建合作协议》；支行党支部组织
党员干部进村入户，采集信息建档，为农户授信；
支行党员与村党员携手，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一共建”为共建信用村（镇）。济源农商银行还主
动探索与园区、企业、商圈、社区等共建，相继开展
了“共建信用村”“共建信用镇（办）”“共建信用园
区”“共建3A企业”等活动。

进入 2021 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
势，济源农商银行始终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将党
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全行改革转型的发展优势。

在信用村评定基础上，济源农商银行创新开
展了信用村“评级升星”新模式，按照“党建引领、
共建共创、动态管理”的原则，对已评定的信用村
进行星级评定，推进示范区信用体系建设。

济源农商银行还在全辖范围内创新开展“玖
玖行动”。以夯实农村市场、拓展小微客户为目
的，开展商户村居全覆盖、企业客户大走访，实现
了走访客户 9万户、授信客户 9000户、拓展小微
企业客户900户。

激活“金融活水”、唱好支农支小
“主旋律”，济源农商银行奏起赋能乡村
振兴“欢乐颂”。

9月 23日上午，在思礼镇洛峪新村
附近玉米地内，思礼镇鹏锦翔农资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卢鹏则忙着协调玉米青
贮的事情。卢鹏说：“这段时间降雨多，
这两天趁着天气好抓紧组织玉米青贮
作业。”

鹏锦翔农资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0年 11月，以经营化肥、农药、种子
以及提供耕、种、管、收、储“保姆式”一
体化服务为主。同时，合作社还承包了
周边 4000 亩地用于农业生产，承担全
市3万亩土地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工作。

卢鹏说：“我们作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农忙或农资配货时需大量
资 金 ，农 商 行 人 员 就 帮 我 们 办 理 贷
款，不仅快捷，资金还是随用随还，非
常方便。”

据济源农商银行思礼支行客户经
理翟艳丽介绍，济源农商银行针对农
业经营主体及流转大户推出了特色产
品“循环贷”，既解决了流转大户的资
金问题，又为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了金
融保障。

长期以来，济源农商银行固守“支
农支小支微”本色，坚持“控大拓小”，创
新贷款方式，简化信贷流程，优化信贷
服务，提高信贷质量。截至2021年 9月
末 ，涉 农 贷 款 占 全 部 贷 款 比 重 达 到
80%，贷款户数 3.2万户，其中 9成以上
都是小额农户贷款。农户小额贷款余
额占全部贷款比重始终保持在 50%以
上。做老百姓信得过的“贴心银行”，济
源农商银行当之无愧。

早在 2018 年，济源农商银行就率
先启动“整村推进、批量授信”工程。该
行以行政村、社区、商圈为单位，客户经
理进村入户宣传信贷政策，对符合条件
的客户现场采集信息，集中批量授信，
客户有资金需求时可直接用信，极大地
缩短了办贷时间。目前已累计入村525
个，覆盖全辖所有行政村，成功实现

“整村推进、批量授信”覆盖率100%，线
上转化率 100% 的“双百目标”。在用
信上，46%以上都是小额纯信用贷款，
户数达到1.5万户，金额12.6亿元，小额
信用贷款不良率仅 0.02%。同时，主动
对接科技工业生态园区、深加工产业集
聚区、新能源产业园区项目及济源全域

旅游产业项目，积极扶持美丽乡村、特
色小镇及乡村农家乐建设，突出“小而
精、小而特、小而优”的信贷支持，以产
城融合、创业孵化助力城乡一体化融合
发展。截至 2021年 9月末，共投放农、
林、牧、渔等农业贷款4.30亿元；支持18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3.62亿元；
支持新型农业经济组织3家、985万元；
支持乡村旅游项目8笔、4480万元。

济源农商银行还与示范区财政金
融局结合，实施“农金普惠 1+1”工程，
通过设立“农金普惠服务站”，选配村、
镇两级“农金助理”，进一步强化村银合
作，全面提升增户扩面工作质效，打造

“整村授信”工程“升级版”。

“保企业就是保经济！稳企业就是
稳民生！”服务实体经济，做好地方发展

“助推器”，济源农商银行奏响普惠金融
“奋进曲”。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资金周转面临前所未有压力，但农商
行贷款为我们复工复产铺平了道路。”
前不久，位于耀辉玻璃制品园区的济
源市同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福全
这样说。

同泰实业有限公司是示范区一家
新投产的小微企业，生产的玻璃制品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去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销路不畅、物流受阻，产品大量
积压。

李福全回忆：“当时资金紧张，原料
供应成了问题，没原料就要停炉，停一
次则造成近300万元损失。”

正当企业生死攸关之时，济源农商
银行天坛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
在较短时间为他们重新申请了 200 多
万元贷款，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

这场信贷“及时雨”，是济源农商银
行疫情期间加大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资
金支持力度的一个缩影。济源农商银
行开通小微企业复工达产“绿色通道”，
优先受理审批，缩短审批时间，做到快
办、快审、快批、快放。

无独有偶。耀辉玻璃制品园区内
个体工商户张玉玲疫情期间也出现了

资金短缺问题，济源农商银行通过调
查确认，2 天内就为她办理了 95 万元
贷款。

济源农商银行持续释放“红利”，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千方百计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济
源农商银行共计为耀辉玻璃制品园区
内的 30多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资
金扶持 4855 万元。截至目前，累积为
该园区内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

1.5亿元。
按照人民银行再贷款专用额度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济源农商银行还
为辖区内济世药业、中沃、伊利乳业等
重要医用物资、重要生活物资骨干企
业，提供 1.5 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对受
疫情影响、授信到期、有发展前景、还款
确有困难的中小微企业，采取适当降低
利率、减免逾期利息、调整还款期限等
政策，助其脱困。

在金融服务“加速度”上下功夫，在办理业务
“不出门”上做文章，济源农商银行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服务越来越有温度。

9月 27日上午，在沁园北路尚品宅配一站式
家装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接待前来咨询及洽谈
业务的客户。这个面积达 1100平方米的家装店，
分为活动大厅、精品样板展示区和专业设计区，各
区域分布合理，装饰高端大气。负责人李伟说，去
年四五月份，公司计划扩建一个新店，但是手头资
金不足，正赶上当时济源农商银行推出“复工复产
贷”，济源农商银行沁园支行人员在了解李伟经营
情况后，很快批复下一笔50万元的贷款。

作为当地唯一一家本土银行，济源农商银行
不断强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供给，开辟绿色通
道，提高服务效率，以实际行动为辖内企业提供优
质、放心和接地气的办事体验。

优化流程，打通企业发展“快车道”。济源农
商银行建立信贷审批绿色通道，不断优化信贷审
批流程；建立评审快速响应机制，对先进制造领
域、复工复产领域等重点支持类企业，优先受理，
限时审批；对于重点企业融资，制定优化授权方
案，提高审批效率。此外，济源农商银行还推出限
时服务承诺、线上金融服务等，为客户提供足不出
户的优质金融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要增强金融服务的主动性、创
新性和实效性。济源农商银行深度开展“银企”合
作，2017年，与济源示范区 20家中小企业结成战
略合作伙伴，授信金额3.5亿元；2018年，与市工商
联携手举办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共同探索银商合
作新模式；2019年，向虎岭高新区辖内企业综合授
信 10亿元；2020年，累计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融
资12亿元。

济源农商银行还主动对接政府职能部门，推
出了以中小微企业为发放对象，额度为500万元以
下的“助保贷”信贷产品。与企业、政府等共同建
立“济源市中小微企业助保资金池”，设身处地地
解决企业贷款到期“过桥”“倒贷”难题。

同时，济源农商银行紧扣数字化、信息化趋
势，自主研发“小额贷款审批系统”，相继推出“客
户经理电子名片系统”“微信申贷系统”，探索网
上办理业务模式。2018年 9月，自动化办贷系统

“金燕e贷”正式上线，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客户端可
以自助贷款、自助还款，“随用随贷、循环使用”,真
正实现了“秒贷”。2019年 9月，自主研发的小微
信贷管理系统2.0版正式上线，该平台客户申请笔
数超过 11万笔，累计放贷金额近 160亿元。截至
2021年 8月末，“金燕e贷”已用信户数1.3万户，用
信金额11亿元。

已见繁花结硕果，更立壮志谱新篇。济源农
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俊峰表示，济源农商银
行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开展“党建联盟”“我
为群众办实事”“万人助万企”等系列活动，坚守

“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不断探索发展全方位普
惠金融，不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民营小微
企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当好
济源农村金融、普惠金融主力军。

党建引领明底色

厚植“三农”显本色

帮扶企业添亮色

优化服务见成色

走进村委，促进乡村振兴全面融合 深入群众，为民办实事

走进村庄，了解百姓资金需求

走进产业园区，调查企业资金周转情况

走进麦田，现场为农户授信

走进辖区企业，助力复工复产

为商户讲解金融知识

走进校园，讲解普惠金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