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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杨志勇 姚大顺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生机盎然，大别
山区，天蓝水绿，气候宜人，各大景区有
序开放，游客纷至沓来；东部平原，沃野
千里，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忙；流水车间，
开足马力，生产正酣，奋力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脱贫新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有奔头，农
村有看头，农民有盼头，一幅幅乡村美景
的背后，离不开农行河南省分行“金融活
水”的精准滴灌。

据了解，为助推中原百业兴旺，农
行河南省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一号文件、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
落实总行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农行服务

“三农”的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坚持把服
务乡村振兴作为检验政治站位的试金
石，始终以服务农村现代化、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主线，以产业帮
扶为基础、以普惠金融为抓手，大力弘
扬脱贫攻坚精神，义不容辞扛牢服务乡
村振兴的责任和使命。截至今年 9月
末，该行县域贷款2194.86亿元，较年初
净增 337.72亿元，存量、增量稳居四大
行首位。

党建引领
为乡村振兴绘就“新蓝图”

农行河南省分行党委把服务“乡村
振兴”作为打造“乡村振兴和县域金融
领军银行”的主抓手，将助推“乡村振兴”
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更高的标准、
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中展示河南
农行新担当新作为。

捐赠办公设备保障村委正常办公、
为受灾村民捐助应急生活物资、帮助村
民恢复正常供电……不久前，在新乡卫
辉市上乐村镇李庄村，活跃着一支由农
行党员干部组建的灾后结对帮扶工作
组，在灾后重建中，河南分行用善举点亮
村民重建家园的曙光，这是河南分行精
准支持汛后受灾村庄重建，防止农村因

灾返贫，助推乡村振兴的缩影。据了解，
农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严格落实中央“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成立以党委书
记为组长，其他党委班子成员为副组长
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小组，强化对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切实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
为服务乡村振兴的政治保障，把党的领
导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
的效能。设置服务乡村振兴专职机构，
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模式，发挥基层
党组织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作
用，凝聚各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
村振兴干部队伍，把乡村振兴打造成为
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此外，建立
健全党建引领、考核导向、尽职免责等保
障机制，推动党建与服务乡村振兴融合，
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服务乡村振兴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此外，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
南分行坚持以办实事为落脚点，在服务
乡村振兴过程中，把重点落到为群众办
实事上去，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生产发
展中遇见的实际问题，把帮扶成效转化
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截至今
年 9月末，该行农业贷款余额143.01亿
元，较年初净增23.48亿元，增速19.64%，
高于县域贷款增速1.45个百分点。

锁定重点
为乡村振兴引入“新活水”

金秋的信阳新县，青山叠翠、生机
盎然。走进新县田铺大湾，只见古朴的
老宅错落有致，整洁的水泥路从村头蜿
蜒至村尾，路边店铺林立，顽童在溪边
嬉戏玩耍，游客在拱桥上谈笑，昔日掩
映于青山绿水间的传统村落，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中重现乡土魅力，在“华丽
转身”的背后，凝聚着河南分行沉甸甸
的金融力量。

据了解，农行河南省分行围绕新县
田铺大湾等红色旅游产业，优先支持红
色民宿和农家乐等行业，创新推出“民
宿贷”“农家乐贷”等 10个惠农 e贷种
类，累计向该村45户家庭投放贷款358

万元，而这仅是河南分行聚焦优势行
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分镜头。

河南分行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的优势，主动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聚焦粮食安全、乡村产业、乡村建设等

“三大领域”，重点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龙头企业、旅游等“六大客群”，推广
产业链、政银担、数字金融等“五大模
式”，凝聚更多力量、撬动更多资源，蹚出
一条符合河南分行行情的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之路。

——聚焦金色田野，服务国家粮食
安全。河南分行围绕贯彻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主
动对接国有农场、种植企业、专业大户
等重点客群，向黄泛区农场、心连心等
296家粮食生产相关企业和 2.4万户专
业大户提供33.39亿元信贷支持。围绕
国家种业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地神、平
安等种业重点企业，贷款余额 7500万
元。围绕“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支持
思念、三全等82户重点生产企业，贷款
余额 30.72亿元。围绕做大“肉盘子”，
联合省农信担公司出台《生猪产业金融
服务方案》，创新推出《生猪活体抵押贷
款管理办法》，支持生猪产业法人客户，
贷款余额 1.3亿元。此外，紧跟粮食配
套产业发展，做强做优粮食全产业链，
及时下发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
支持的通知，通过农机贷重点支持耕整
地、种植施肥、收获机械等农机大户，助
力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其中，为助力
汝南县巩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品牌，
累计投放农机贷投放贷款 5000 余万
元；为洛阳一拖等28户农机装备制造企
业投放贷款4.68亿元。

——聚焦乡村产业，服务主流经济
振兴。河南分行结合地方农业资源禀
赋，重点支持小麦、花生、草畜等十大优
势特色产业，积极支持米面粮油加工、
产业园区、县域先进制造企业，择优支
持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农家乐等乡村旅游客户，并依托产
业链、产业集群、数字金融等模式，推动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县域经济高质
量。截至今年9月末，该行乡村建设贷款

较年初净增41.49亿元，增速21.49%，高
于县域贷款增速3.31个百分点。

近日，河南漯河临颍木材加工市场
机声隆隆，流水线作业紧张有序，一片繁
忙景象。“我们要把疫情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市场负责人表示。助力漯河临颍木
材加工市场复工复产，与农行河南省分
行长期资金支持密不可分。据了解，围
绕服务类似漯河临颍木材加工市场的县
域特色产业群，河南分行累计支持县域
小微客户180户，投放贷款1.1亿元，这
是河南分行产业“富民”的缩影。围绕一
二三产业融合，该行加大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户贷款分别
净增1.18亿元、11.93亿元和62.29亿元；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以4A级及以上旅游
景区为重点，积极服务乡村旅游重点村、
美丽休闲乡村建设，县域旅游贷款余额
2.95亿元；大力推广产业链服务模式，通
过链捷贷支持牧原股份、思念食品、心连
心等客户，供应链融资余额7.39亿元，服
务上下游小微客户1474户；服务县域实
体经济，加大县域机械制造、农业装备、
节能环保等行业支持力度，县域制造业
贷款余额140.02亿元。

——聚焦乡村建设，服务产业融合
发展。站位服务大产业，撬动大发展，
河南分行加强与省发改委、水利厅、农
业农村厅等政府部门合作，依托政府

“信豫融”平台，建立金融服务项目库，积
极支持“两新一重”、四好农村路、暖气、
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项目，乡村建设贷款
余额 234.56亿元；积极支持县域医院、
乡镇中心卫生院、县域高中及职业学院
发展，县域医院和学校贷款余额分别达
11.4亿元和7.3亿元；以水利建设贷款，
支持引江济淮、水投丹江源水生态等水
利工程建设，贷款余额 79.7亿元；通过
固定资产贷款，支持大唐、华润、中广核
等县域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余额77.3亿
元；围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为长垣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项目授信 11亿元，已投放贷款 6.1
亿元。此外，该行出台金融服务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指导意见，确保信贷支持、财务费用、人
力资源等主要帮扶政策连续性。截至
今年9月末，38家脱贫县贷款较年初净
增101亿元，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创新驱动
为乡村振兴凝聚“新动能”

围绕全省各地不同特色产业，在洛
阳地区推出“金果贷”“金叶贷”“畜牧
贷”；在南阳地区推出“烟叶贷”“肉牛贷”

“花生贷”；在商丘地区推出“辣椒贷”“食
用菌贷”“西瓜贷”……河南分行打出创
新服务组合拳，助推线上化、场景化、批
量化服务方式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凝
聚“新动能”。

——强化数据赋能。河南分行运
用平台积累的客户交易行为数据，构建
客户视图，搭建“数字乡村”金融服务场
景，从账户、支付、理财、融资四个维度
发力，推进数字服务乡村建设，为“三
农”业务插上科技的翅膀。其中，以“智
慧融资+”破解客户贷款难题，整村推
进农户信息建档，大力推广“惠农 e
贷”，全面服务农村各类种养殖户、生产
加工户、商贸经营户，贷款余额 154.4
亿元，较年初净增 84.3亿元;聚焦产业
集群、供应链、专业市场、专精特新、新
三板四板挂牌“五类”小微企业，为客户
提供可循环使用、纯信用方式的小微 e
贷，贷款余额 37.08 亿元，形成一批辩
识度高、传播力强和同业领先的服务乡
村振兴产品品牌；以“智慧平台+”破解
政府治理难题，大力推广“三资”管理平
台，提供村民管理、基层党建、村务审
批、资产交易等服务。截至 9月末，89
家一级支行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签约覆盖率达 80.2%，成功在 6家一级
支行实现上线，覆盖 1500 个行政村。
如今，“审核审批实时在线、各个环节留
痕记录、支付结算交易无现金化、集体
资金流转全程监管”的村级财务监管体
系日趋健全，使村级资金置身阳光下。

——拓宽服务渠道。强化县域网
点、自助银行、惠农通工程、互联网金融
和流动服务等“五位一体”渠道建设，推
动网点业务由业务操作中心向营销服

务中心转变；推广网点经营生态图谱，
强化超级柜台、智能服务、客户识别等
系统应用，打造“客户自动识别+产品服
务展示+人员主动营销+客户自助交易”
的服务新模式；以网点为依托，利用转
型释放的人力，开展属地化营销，以消
费返利、优惠券引流等方式，搭建网点
周边消费生活场景，扩大网点对客户营
销服务半径，提升网点周边区域场景流
量，构建渠道服务新格局;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加快推进惠民惠农“一卡
通”发放工作，多策并举做好渠道建设，
将“金穗惠农通”服务点建设成为保障

“一卡通”资金发放领取服务的重要渠
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截至今
年9月末，该行已与91个县（市区）财政
局签订协议取得惠民惠农“一卡通”代理
资格；社保卡总量达1927万张，居当地12
家代理金融机构第2位，激活率达79%。

——推动场景建设。`河南分行聚
焦政务民生、消费零售、产业链三大领
域，全方位推动智慧县域建设。以“智慧
场景+”破解民生服务难题，依托科技创
新，搭建智慧政务、智慧学校、智慧医院、
智慧旅游、智慧缴费等7×24小时便民
生活服务，全年搭建“三农”和县域有效
场景84个；聚焦“掌银示范村建设”，以人
口大村、产业大村、乡村旅游村等为重
点，开展掌银示范村建设，推动掌银进村
入户，县域掌银注册客户1252万户；主
动与县域政府、重点企业、行业协会等部
门对接，批量引入外部数据，提供线上信
贷、掌银、信用卡等综合服务；以洛阳老
君山、驻马店嵖岈山等与农行建立信贷
合作关系的县域旅游景区为重点，大力
营销智慧旅游景区平台，提高综合服务
县域文旅产业能力。

初心使命底色亮，小康成色才更
足。下一步，农行河南省分行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三农”
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重要论断，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聚焦粮食安全、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等重点领域，全力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为推动河南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农行力量！

喜看中原百业兴
——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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