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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农商行

打造“香菇产业链
快贷”模式

漯河市农信社

新增存款占据当地市场“半壁江山”

上蔡县农联社

开展“户户见面
笔笔清收”活动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新涛）1月

22日，记者从漯河市农信办获悉，2014年，全市

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65.9亿元，较去年

初增长2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77.19亿元，较

去年初增加19.46亿元。其中，全市农信社存

款余额占全市市场份额的23.18%，新增存款占

全市新增存款的42.52%，均居全市第一位，存

款增幅高于全省平均增幅（16.58%）6.6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二位。

据悉，漯河市农信社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新

增存款占到当地市场的“半壁江山”也并非偶

然。今年以来，结合漯河市农信社实际和流程

银行建设要求，市办提出“规标”建设（规范化服

务及标准化管理）、条线管理、绩效考核“三步

走”的发展思路：以“规标”建设解决社主任如何

“带兵”的问题，以条线管理解决“事事有人干，

岗岗无闲人”的问题，以绩效考核解决全员积极

性的问题。

“规标”建设方面，漯河市农信办从服务、管

理、经营入手，建立一整套考核办法，全市77家

信用社逐月排名通报，重奖重罚，尤其是以培养

合格的信用社主任为重点。同时，市农信办将

清收盘活作为检验“规标”建设成效的重要指

标，提出“户户见面、笔笔清息”，通过与贷户逐

一见面，落实加罚息制度，加大盘活力度，坚决

维护债权利益。

条线管理方面，漯河市农信办提出“事事有

人做、岗岗无闲人”工作要求，各部门做好高端设

计，联社机关整合为8个部室，层层明确各岗位职

责权限，以切实发挥每个员工、岗位的积极作用，

凝聚人气，激发干劲，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绩效考核方面，漯河市农信办探索建立与

岗位、业绩、贡献、风险紧密挂钩的奖惩机制和

薪酬分配制度，充分发挥薪酬机制在促进业务

发展、改善经营效益中的杠杆作用，“撬”动全员

积极性。

本报讯 西峡农商银行立

足山区资源优势，利用“科技+

信贷+农户+基地+公司”模

式，鼓励引导群众大力发展袋

料香菇，通过11亿元科技信

贷的持续注入和辐射带动，使

袋料香菇年规模达到1.5亿袋

以上，农民收入的80%直接或

间接来自袋料香菇产业。

为把小香菇做成大产业，

该行依托县食用菌办公室、食

用菌研究中心、食用菌科技推

广中心等，出台了菌业生产、

绿色转换、标准化管理、订单

销售等一系列信贷优惠政策

措施，把规模种植作为“金燕

快贷通”扶持的一大亮点。通

过“科技+信贷+公司+基地+

农户”辐射带动，先后支持建

立10万袋以上袋料香菇示范

场120个，100万袋袋料香菇

专业村26个，使袋料香菇规

模始终保持在1.5亿袋以上。

为拉长袋料香菇产业

链，该行在产前着力解决香

菇产业启动资金问题；在产

中实行无公害种植和标准化

管理，增加香菇产业科技生

产含金量；在产后以双龙香

菇市场为依托，加强资金调

度，提高结算服务水平，实现

金融科技服务与市场营销的

有效对接；在加工增值上，结

合全民创业，启动了“返乡农

民工创业贷款”、“巾帼信用

致富贷款”、“下岗工人再就

业贷款”、“大学生村官创业

贷款”等惠农举措，实现劳动

力就地转化增值，将龙乡牌

花菇打入国内外市场，香菇

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

（宋健 赵泽轩）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

讯员王斐斐)春节马上就要到

了，水果批发市场又要进入一

年之中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今年的水果品种特别多，价

格却比往年更便宜。”1月15

日，在平顶山市某水果市场，

市民邵女士说。

“今年多亏有了市郊联社

给我们发放的‘金燕兴市场’

专项进货贷款。有了这笔资

金，我们进货品种就多了，量

也大了，成本相应的就降了下

来。这成本低了，价格自然就

低，价格一低，销量就上去

了。”多年从事水果批发生意

的老刘乐滋滋地向记者讲述

他的生意经。

然而，往年的这个时候却

是老刘最苦恼的时候。原来

老刘一直以批发苹果、梨等北

方常见水果为主，可随着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

水果品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单一的水果品种已经无法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

求。老刘说他去年就想引进

一些美国西柚、车厘子、榴莲

等相对稀缺的水果来卖，无奈

自有资金不足，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别的商家占尽商机。

近来，商户“老刘们”的苦

恼迎来转机。平顶山市市郊

农信联社转变经营策略，加快

创新步伐，推出了面向全市蔬

菜水果等专业批发市场内商

户的“金燕兴市场”小额贷款，

专门解决各类批发市场商户

的周转资金紧缺难题。

据了解，该品种贷款以金

燕快贷通系统为依托，商户由

所在的批发市场经营管理企

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

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即可申

请获得一定额度“随贷随用、

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周转

资金贷款，最长授信期限可达

三年，金额最高可达 50 万

元。目前，该联社已向各类水

果批发商户累计提供信贷资

金支持近5200万元，使近百

商户受益，及时解决了他们的

季节性、临时性资金需求。此

举不但解决了商户们的燃眉

之急，更丰富了群众的“果盘

子”、节省了“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

讯员邓志勇 张艳飞）“服务效

率高、服务热情周到”，这是安

阳市区农信联社营业网点意

见本上客户留下的最常见话

语。

近年来，该联社以打造服

务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在规范

化服务的基础上，开展了金融

服务提升活动，促进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在2014年全市农

信社服务评比中，该联社取得

10个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并

保持了信用社客服96288全

年零有效投诉，受到了业内的

好评。

该联社根据现代化网点

装修标准，按照省联社VI形

象要求，对全区营业网点进行

了标准化装修，通过统一形象

标识，实现了高低柜分离，设

置客户等待区、填单区，布放

了叫号机、擦鞋机、饮水机、雨

伞等便民设施，开放无线

WIFI信号。2014年，该联社

还投资20余万元对17家信用

社进行了改造，增设了便民标

识标牌、停车位、无障碍通道、

安装了银行专用直拨电话等

便民设施，增添了绿色植物点

缀，在网点标准化的同时，实

现了便民设施贴心化，营造了

温馨的营业环境。

该联社制定了规范的服

务操作流程，对接待客户的每

个细节进行了规范，要求员工

注重服务细节，以服务细节体

现服务热情。2014年，为持

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该联社

还聘请深圳新思路公司对南

关、文峰两家标杆信用社进行

了系统化培训，促进了金融服

务的提升。

联社还建立、引导并形成

了后台服务前台、前台服务客

户、全力保障柜面服务的机

制。该联社在全辖营业网点

实行业务范围公开、收费标准

公开、办结时限公开、监督投

诉机制公开，在机关部室和全

辖信用社实行首问责任制、限

时办结制，避免了推诿、拖延

等不良现象，使客户享受到高

效快捷的金融服务。同时，该

联社还将费用开支向基层倾

斜、向柜面服务倾斜，配备了

清分机、扎把机、填单机等办

公设备，极大改善了员工的工

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员工的满

意度、自豪感不断提升，服务

意识不断加强，全区信用社也

做到新老客户一个样、存款取

款一个样、大钞小钞一个样，

客户的满意度持续获得提升。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张新开李超凡）为

全面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有效化解农信社信贷风

险，上蔡县农联社于2015年上半年开展不良贷

款“户户见面、笔笔清收”业务竞赛活动。

各基层信用社抓住“双节”外出务工和探亲

人员返乡的有利时机，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

精力深入到客户家中，提高见面率和清收率。根

据不同情况采取现金清收、资产保全、法律诉讼、

律师代理等方法化解不良贷款，凡无法落实债务

的一律由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坚决做到户户见

面，笔笔清收。

活动结束后上蔡县联社将根据完成情况进

行奖励，完成占比前三名的基层信用社将分别奖

励2万元、1万元、8000元，对未完成任务的信用

社给予通报批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魏晓科）新春将

近，漯河源汇区农信联社超前一步，抓住外出务

工人员即将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积极深入辖内

各乡镇开展了业务营销宣传，提早抢占新一年农

村金融市场。

1月8日、9日，该联社组织专人兵分两路，

深入全辖4个乡镇开展了“扫村式”宣传，面对面

向广大群众讲解农信社存款利率一浮到顶、金

燕IC卡多重优惠、农信社网银一切费用全免等

优势；针对青年群体倾心新事物、消费观念开放

等特点，重点向他们推介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等特色服务。就一些老年人、留守妇女经常遇

到的电话、短信、传单等金融诈骗手段，宣传人

员耐心给他们分析识别技巧、讲解防范措施。

本报讯近日，记者从社旗农信社获悉，该联社

三季度发卡量已突存10万张，卡存余额达到6.5亿

元，全县平均每7人拥有一张农信“金燕卡”。

为了方便客户用卡，该联社持续完善银行卡

受理环境建设，加大资金投入。目前该联社POS

商户终端累计存量327台；ATM机累计运行达

到25台，覆盖县城及12个乡镇，乡镇覆盖面达

80%；开通运行10个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及

246家助农取款点，助农取款点行政村覆盖面达

93%，预计年底前将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该

联社加快网上银行运营步伐，网银交易金额达

1173万元。

“金燕卡”的大力推广发行，使全县各乡镇客

户可以24小时办理存取款业务，为农村地区非

现金支付结算提供了载体，进一步丰富了农村信

用社服务功能。 （李玉超）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牛慧王莉）

近日，安阳商都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普

惠金融政策，与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

立了合作关系，这是继成功代理粮食直补、退

耕还林、低保、五保、计生补助等一系列财政业

务后，代理的又一项大额资金服务项目，进一步

充实了资金实力，夯实了服务地方经济基础。

近年来，安阳商都农商银行始终秉承“扎

根三农、服务城乡”的经营理念，坚持创新发

展、务实发展、改革发展不动摇，勇挑支持地方

经济重担，经营规模不断壮大，经营效益不断

提升。1月26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安阳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正式改制为安阳商都农商

银行，成功实现了向商业银行的华丽蝶变，成

为了金融行业的“正规军”。

平顶山市市郊农信联社

“金燕兴市场”
丰富了群众的“果盘子”

安阳市区农信联社

提升服务水平
全年零有效投诉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继成功代理粮食直补、退耕还林、低保、五保、计生补
助等一系列财政业务后——

又成功代理公积金业务

本报讯近日，从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传

来好消息。洛宁农信联社金融创新产品“公司+基

地+农户”贷款模式荣获金融扶贫“小额贷款推广

年”活动暨小额信贷产品设计比赛活动二等奖。

据了解“公司+基地+农户”贷款产品是洛宁

联社创新金融产品，在完善“公司+基地+农户”贷

款模式基础上，通过和洛宁县扶贫办、东汉禽业

合作，开展了洛阳市东汉扶贫资金互助会试点项

目，通过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东汉禽业的发

展，对东汉禽业和养鸭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洛宁农信联社采取“农户+公司+补偿金”的方

式对养殖户发放贷款，对此项贷款简化程序，经洛

宁县扶贫办、东汉禽业及农信社商定申贷人贷款

条件后，对经互助会审批同意担保提交的符合贷

款条件的申贷人直接及时发放贷款，采取“一次授

信,循环使用,随用随带,余额控制”的贷款模式。

该联社贷款产品对解决洛宁贫困地区农户

贷款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受

到多次赞誉和积极推广。 （李珂）

近年来，社旗县农信社加大银行卡业务投入力度，全面提高持卡客户用卡的安全性和便利度，截至2014年底，该联社磁条卡存量突破11

万张，IC卡发卡1.5万张，ATM机存量25台，POS商户终端390台，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168个，金融自助服务点12个。图为该联社工作人

员现场办理IC卡手续。 李玉超摄

源汇区农信联社

开展“扫村式”营销

洛宁农信联社

“公司+基地+农户”
贷款模式受嘉奖

社旗农信社

平均每7人有一张“金燕卡”

农村版

超级大乐透再次迎来头奖井喷！在湖北武汉彩民擒得50

注头奖获2.67亿元巨奖后，仅相隔6天，超级大乐透头奖在1

月26日晚再次井喷，当晚第15011期开出16注621万元头

奖，其中有10注被一位河南彩民独揽，广东彩民中2注，其余4

注分落北京、山东、重庆和陕西。

本期超级大乐透的开奖号码为“04、13、22、25、30+01、

06”其中前区号码“30”是连续第二期开出，“22”为隔期开出的

热号，其余3个号码都是遗漏时间较长的冷号，“04”遗漏23

期，“13”遗漏11期，“25”遗漏20期，这3个冷号也加大了当期

超级大乐透的竞猜难度。后区“01、06”则与上期后区开出的

“02、07”形成了斜连码。

第15011期超级大乐透在全国井喷16注头奖，不过这16

注头奖都没有进行追加，每注错失了300多万元的追加奖金。

河南的10注头奖确定被一人独揽。经检索，这10注头奖

全部出自平顶山市第07204号网点，中奖者共购买了3注单式

号码，每注号码又进行了10倍投注，这张共投入60元的彩票

最终擒获10注一等奖、10注四等奖和10注五等奖，总奖金高

达6211万多元。

北京的头奖出自第06022号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6+2”

小复式票，12元投入中得1注一等奖和5注三等奖，总奖金为

623万元。

山东的头奖也是复式票中得，出自菏泽第26111号网点，

中奖者购买的是42元的“7+2”复式票，共收获1注头奖、10注

三等奖和10注四等奖，总奖金为626万元。

广东彩民中出的两注头奖分落湛江第07378号网点和潮

州第19007号网点，其中湛江的中奖票是一张“9+3”大复式

票，共投入756元。最终，这张彩票“网住”了一注一等奖、两注

二等奖、20注三等奖、100注四等奖、160注五等奖和85注六

等奖，总奖金641万元。潮州的中奖者为单式票中奖，共投入

10元购买5注，其中一注中奖。

陕西的头奖出自渭南第11028号网点，重庆的头奖出自

江津区第23604号网点，这两位中奖者也都是单式投注，共投

入10元，其中一注命中头奖。

此外第15011期超级大乐透还开出186注二等奖，每注奖

金为42061元，其中有多达109注二等奖都是追加中奖，每注

多拿到25236元的奖金，追加二等奖的总奖金为67297元。

第15011期超级大乐透仅头奖就派出9938万多元，加上

其他奖项中奖金额，此次共派出奖金1.44亿元。所以在第

15011期开奖后，超级大乐透奖池小幅回落至8.67亿元。近期

超级大乐透头奖连续井喷，奖池金额又维持在高位，正是彩民

朋友收获“年终奖”的好时机。 （王世让）

大乐透再度井喷16注头奖
平顶山彩民揽6211万元巨奖

1月27日，平顶山市迎来了2015年的第一场降雪，和瑞雪

一同来到鹰城的，是体彩超级大乐透的6000万元巨奖。

第15011期超级大乐透开出了16注621万元头奖，其中

有10注被平顶山市矿工路中段的07204网点彩民独中，中奖

者单张购买了3注单式号码，每注号码又进行了10倍投注，这

张共投入60元的彩票最终擒获10注一等奖、10注四等奖和10

注五等奖，总奖金高达6211万多元。次外，该网点还中出二等

奖25注，三等奖25注。以上奖项是不是由一人所中，目前还不

确定，但高达6329万元的总奖金，刷新了鹰城彩市中奖的新纪

录，也是2015年河南体彩中出的最大奖。

瑞雪兆丰年
超级大乐透巨奖耀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