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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让穷小伙儿“变身”富老板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邓兵兵 宋晓静

许昌魏都农商行上东城支行

“先生，您是从郑州过来的啊，咱这小院

里有拳菜、香菇等纯绿色食品，二楼有干净

舒适的标准间，三楼房顶有观景台，不出门

就能欣赏银杏林！”这几天嵩县白河镇下寺

村银杏农家小院的老板王小敏可忙坏了，金

黄绚丽的银杏林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

好者，让小王家的农家宾馆日日爆满，生意

异常红火。

4年前，32岁的王小敏与山里大多数年

轻人一样，靠外出打工养家糊口，几年下来，

微薄的收入仅够生活开支和孩子学费，根本

攒不了几个钱。2009年夏天，返乡的王小敏

发现村里涌进一批批观赏千年银杏的游客，

一打听才知道，村里的千年银杏树被列入吉

尼斯世界纪录。千年银杏林开发已经被县

里列为重点旅游项目之一，每年秋季县政府

要在这里举办银杏文化节，会有成千上万的

游客光顾下寺村赏银杏林。王小敏灵机一

动，这么好的形势，何不在家开个家庭宾

馆？然而面对自己仅有的两间土屋和一间

破旧的砖瓦房，王小敏一筹莫展。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王小敏找到嵩县信

用联社白河信用社包村信贷员李某，向其咨

询贷款事宜。李某听过王小敏开办家庭宾

馆的思路后，认为这个项目前期虽投资较

大，但前景广阔，效益可观，于是经过贷审会

商议决定，为王小敏办理25万元贷款手续。

3个月后，县里举办的秋季银杏文化节开幕，

王小敏的“银杏农家宾馆”开张了，之后3个

月内共接待游客约200余人次，当年秋天就

净收入5万元。

4年过去了，随着白河乡银杏文化节名

气的不断提升，王小敏的农家宾馆规模和住

宿条件也在不断扩大改善。从刚开始只能

容纳十几个人住宿，到现在六七十人同时入

住和就餐，从以前每年5万元的收入到如今

年净创收13余万元，王小敏从一个山里的穷

小伙儿“变身”为远近闻名的富老板。

而今，王小敏不仅按时还完了信用社的

贷款，而且把自己每年的收入都存入了信用

社，他说：“没有信用社的鼎力相助，哪有我王

小敏的今天，如今是回报信用社的时候了！”

安阳县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今年前10个月，

该信用社累计新增投放中小微企业贷款3.48亿元，用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富余劳

动力就业问题，实现了本土创业。图为安阳县农村信用社支持的全国最大的柏庄内衣市场商户在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张伏林摄

“谢谢！谢谢！真是辛苦你们

了！”一位村民紧紧握住湖滨农商

银行工作人员的手说。这是该行

上门为老弱病残客户服务的温馨

一幕。

10月17日上午，该行两名工

作人员来到10多公里外的南梁村

客户杨某家，现场为其办理了存折

补办相关手续，并告诉杨某，办理

成功后就可以顺利取款了。这项

复杂的业务，在湖滨农商银行始终

以客户为中心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下，两个小时内就得到了顺利解

决，为客户解了燃眉之急，更赢得

了良好的声誉。

据崤山路支行负责人介绍，10

月16日下午，湖滨农商银行崤山

路支行来了一位焦急的求助者。

在了解中，该行工作人员得知其家

中老母杨某年迈体弱，久卧病床行

动不便，现看病急着用钱，却苦于

存折丢失无法支取。工作人员在

核实情况后，立即根据客户提供的

信息查明杨某的相关账户信息。

根据相关规定，存折补办必须由本

人亲自办理，但杨某却因病无法前

来。该行崤山路支行负责人在得

到这一消息后，与客户家属进行了

详细沟通，决定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提供上门服务，为老年客户排忧解

难。

近年来，随着低保、退耕还林

等代收代发业务的开展，存折使用

量上升，出现了老年客户容易遗忘

密码或丢失存折等情况，且当事人

由于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到银行办

理挂失补发手续的现象逐渐增多，

这给老年客户群体造成了较大的

困难。为此，该行为特殊群体客户

开启了绿色通道，干部员工利用轮

休时间为这类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让“死”规定更具人性化，更好服务

客户，有效解决特殊群体的金融服

务需求。 （尚晓明）

本报讯今年10月，新农保代收工作启

动以来，扶沟联社作为该县唯一的一家代

理机构，扎实推进此项工作开展。至11月

7日，扶沟县农信联社累收参保金额3386

万元，代发金额近6000万元，受益人群约

9.4万余人。

为防范新农保资金在收取过程中发生

迟缴、缓缴、挪用等风险，该联社及时调整

了收取方式。乡镇劳保所督促村（组）长向

参保户收取保费，每天下午五点前，由乡镇

劳保所或村（组）长到信用社进行参保资金

存放。信用社清点无误后，索要参保人员

花名册，当天营业临结时，代理社把受理的

参保资金一笔转至联社营业部为县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开立的临时账户

内，并及时与营业部做好对账，确保操作规

范和资金安全。

自代理新农保业务以来，各网点业务量

不断上升，且对象均为农村老年人，给柜面

服务带来很大压力。为保证服务质量，该联

社不断加大ATM机、POS机等自助设备投

放力度，分流柜面业务。同时，要求各营业

网点配备大堂经理，做好疏导、引导，设立

“新农保专柜”，开辟“绿色通道”，保证了新

农保代理工作扎实有序。（董俊青娄庆波）

本报讯日前，洛宁农信社全面启动责

任问责制，分别对辖内4名信用社负责人施

行不同程度的问责追究。

为做好业务经营，持续推动各项业务

工作持续发展，确保完成市农信办年度经

营目标。该联社年初制定了《2013年度经

营目标考核办法》，同时匹配出台《薪酬制

度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指出，对连续两

个月排名后三位的信用社，对其责任人进

行诫勉谈话；对连续3个月排名后三位的信

用社，对其责任人进行降级处分，对连续两

个季度排名后三位的信用社，对其责任人

职务进行罢免。

这一规定的出台，对广大干部起到了

震慑、约束的作用，不少干部严格要求自

己，进一步转变思想和工作作风，一心一意

谋划业务发展，但仍有个别信用社从思想

到行动没有完全重视，导致各项业务停滞

不前。为提高队伍执行力，起到举一反三

作用，该联社严格按照办法要求，对辖内的

东宋、城关、河底、罗岭信用社的主要责任

人施行了问责制度。

(罗建民李珂)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平顶山市郊农信

联社获悉，截至10月末，平顶山市郊农信联

社全辖涉农贷款余额380352万元，较年初

增加26883万元，增幅为7.33%，涉农贷款

占全部项贷款余额的84.8%，倾“钱”为农，

持续助推该市“三农”发展。

近年来，平顶山市郊农信联社立足服务

“三农”，逐年加大投放涉农贷款力度，通过

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强化支农贷款资金

保障，开拓支农业务品种，通过支农再贷款、

金燕快贷通等支持了一大批农产品加工、农

业种植、生态旅游开发等龙头企业和农户种

植、养殖业，持续为平顶山市“三农”发展加

油助力。

（王重阳王彬）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冯媛媛）“大姐，以后你有零钱尽管

拿来，我们就是加班加点也帮您把

钱存进账户里。”近日，在许昌魏都

农村商业银行望田路分理处，一位

前台营业柜员热情地对商户王女

士说。

据了解，王女士最近在该分理

处附近刚开了家小店做生意，每隔

四五天都有不少零钞无法处理。

当天早上，她提着一大袋零钱，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望田路分

理处，没想到这里的营业员仅用了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就清点完了

她需要存进银行的一大袋零币，还

为她开立了金燕卡。

今年以来，随着魏都农商行

“营业网点服务质量提升”的深入

开展，魏都农商行上东城支行在业

务发展中确立了“急客户之所急，

想客户之所想”的服务理念，进一

步改进服务措施，着力提升服务质

量。

该行根据实际情况，充分调动

每位员工之间的工作积极性和竞

争意识，通过开展用点钞纸作为纸

币、游戏币作为硬币的技能竞赛，

促进员工业务提升。对于客户兑

换的大量零钱，该分理处员工则利

用空闲时间将零钞按照新旧程度

区别分类，及时做好鉴别、挑选、整

理工作，以备上缴或兑换。

同时，该行针对商铺分布密

集，周边办理零钞兑换业务客户较

多的特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设置了“客户零钞需求登记簿”，根

据周边商户零钞兑换需要，由当班

柜员随时进行记录。该行各网点

分理处负责人与员工还积极主动

地与周边超市、饭店等商户加强沟

通联系，上门了解商户们对零钞的

需求，把商户名称，所需零钞数量、

票面记录在册，及时将超出自身消

化能力的零钞提供给附近有需要

的商户，有效解决了广大群众换零

钱难、存零钱更难的突出问题。

本报讯近日，柘城县农信联社信贷客

户经理等级制正式启动，各基层信用社三

级客户经理不再具备发放贷款资格。据了

解，柘城县联社“信贷客户经理等级制，新

放贷款集中办理制”这一举措在商丘市农

信系统尚属首家试行单位。

为提高信贷质量，简化贷款程序，提高

工作效率与经营效益，做到贷款有效投放，

柘城县农信联社领导制定出《柘城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信贷客户经理等级评定考核

办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选出8名优秀二

级信贷客户经理充实到县联社信贷服务集

中办理岗位上。对于一级信贷客户经理实

行与基层信用社主任挂钩聘用制，即柘城

县农信联社28名基层信用社主任直接聘任

为一级信贷客户经理。

柘城县农信联社“信贷客户经理等级

制，新放贷款集中办理制”的试行，严格规范

了信贷投放制度，明确了职责分工，贷款管

理体系相对完善，审批权限及流程公开，一

级、二级信贷客户经理薪酬中增加了业务笔

数提成一项，这些举措增加了信贷客户经理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 （冯琰华）

近年来，社旗县农信社加大对县内龙头企业、骨干企业的信贷支持

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3年来累计向光电、食品加

工、机械制造、棉纺、药业、建材等行业投放贷款超9亿元。图为该联社

公司业务部人员对贷款企业进行贷后跟踪检查。 李玉超摄

柘城县农信联社

启动信贷客户经理等级制
新放贷款集中办理制

洛宁农信社

对4名信用社负责人
进行问责追究

扶沟联社

确保新农保资金安全

改进服务措施
提高服务质量

三门峡湖滨农商银行崤山路支行

上门为老年客户服务
使规定更具人性化

38亿资金为“三农”加油助力
平顶山市郊农信联社

本报讯近日，平桥联社深入贯

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组建作风效

能督察队，选聘6位高学历的大学

生员工为督察员，由联社监事长带

队，采取随机抽查暗访的方式，对

机关人员、基层网点进行不定期的

抽查和暗访。

同时，部室经理绩效工资与所

包基层社业绩挂钩，工作目标与基

层社业务挂钩。联社各项工作目

标和工作安排的落实情况首先问

责包社经理，促进部室经理多下基

层调研，多接地气考察经营情况，

多帮助基层社解决实际问题。

（龙富保余海波）

信阳平桥联社

组建作风效能督察队

河南体彩中心刚刚为我省20所中小学捐赠价值40
万元的“体彩快乐操场”体育器材，2013年“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优秀特困大学生关爱活动又将于近
日启动，河南、安徽、河北、黑龙江、甘肃、西藏等6个省区
近250名贫寒学子将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捐助。其中，
河南体彩中心在国家体彩中心资助20名学生的基础上，
配套资金增加30个资助名额，合计出资共计20万元，对
信阳师范学院的50名2013级优秀特困大学生各给予
4000元的捐助。近期，每位学生2000元的第一批资助
金将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让他们能及时添置过冬棉衣
和学习用品，同时也为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减轻生活和工
作中的经济负担与思想压力。

2013年6省区 250名学子将受资助

体现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
旨，彰显国家公益彩票的责任，2005年，国家体彩中心与
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设立了“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
基金”，至2012年，该基金先后资助了近20个省区市的
大学生，捐款总额累计达到369.4万元，共有1847人次大
学生从中受益。

2012年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十周年
纪念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作为新长城项目的长期捐赠单位之一，被
授予了“教育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牌匾。

和往年相比，2013年的“体彩·新长城”助学规模更
大、省市更多，活动将资助安徽、河北、黑龙江、河南、甘
肃、西藏等6个省区共250名贫寒学子。其中国家体彩中
心资助共140名学生，各省合计匹配经费支持110名。

受助学生开始回馈社会体彩公益从未止步

2005年以来，近20个省区市的1847人次的贫寒大
学生受益“体彩·新长城”，而部分学生已经走出校门，开
始回馈社会。

张菊枝是受助学生之一，她来自山西代县，是中国人
民大学2003级本科生，2007年保送攻读本校硕士研究
生，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某高校任职。大
学期间，家庭贫困的她得到“体彩·新长城助学基金”的帮
助，让她顺利完成学业。她说：“‘体彩·新长城助学基金’开
启了我的大学生活，十年后的今天，我得以顺利步入职场。
在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一直有一群富有爱心、责任心的人
关心、激励着我，我想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表示感谢。”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倡导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历年
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2000亿元，全部
用于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人道主义救助，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地建
设，残疾人社会、医疗救助，汶川地震灾后建设，基层文化
建设，扶贫等。除了广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外，体彩公益
金为国家的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为我
国优秀体育人才的培养、高水品体育赛事的举办和群众
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中国体育彩票更是心系教育，从2007年开始，以体
育彩票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计20
亿元用于教育助学，自2011年开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还用于推动助学助教工作的滋蕙计划、励耕计划和润
雨计划，分别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解决了一些地方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特殊困难。

2013“体彩·新长城”再启
我省信阳师范学院50名学子受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