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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融机构如何真正做好农村金融服务，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作为服务
“三农”
、
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机构，邓州市农信联社坚持“深耕”农村市场，将普惠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积
极填补金融服务空白区，全力攻克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以实际行动助农、惠农、支农，
真正践行了支农资金主渠道和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据有关权威人士称，邓州市农信联社的经验做
法，
在全省同行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联社领导班子参加“两学一做”主题教育学习

——邓州市农村信用联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曹相飞 通讯员 高春生 杨涛 文/图

最新数据统计显
示：截至 2016 年 8 月
8 日，邓州市农村信用
联社各项存款余额突
破 106 亿元，贷款 56
亿元，为辖内 41 家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
放 6.1 亿元，为经济专
业村和特色农业发展
场户、农户、农村经营
大户贷款 2.15 亿元；
并在全辖区实现
ATM 全 覆 盖 ，推 出
POS 终端、金燕自助
通、农民金融自助服
务点和免除一切费用
的网上银行服务……
如今，邓州农信社已
经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实现
了农村金融服务“零
距离”
。

到张楼乡文楼村慰问困难群众

发放金融快贷通小额贷款

发放“巾帼富”妇女创业贷款

邓州市农信联社办公大楼

召开土地流转抵押贷款推进会

农民发家致富的“贴心人”
“没有农信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合作社也 的典型案例。
发展不到现在的规模，这两箱黄瓜你们无论
近年来，邓州市农信联社坚持“支农支
如何也要收下！”7 月 28 日上午，邓州市穰东 小”的市场定位，积极关注小微企业服务需
镇万丰果蔬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峰拉着 求，创新十余种信贷产品，为小微企业提供
两箱新采摘的黄瓜来到镇信用社，坚持要让 “点菜式”服务；想小微企业之所急、思小微企
工作人员尝尝他的黄瓜。
业之所需，搭建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综合
张峰的合作社现有大棚 39 座，占地 170 式”服务；针对小微企业融资贵、经营成本高
余亩，按照有机无公害标准种植的果蔬，经常 的问题，减负提效，为小微企业提供“普惠式”
是刚一采摘就被南阳、邓州等地的大型超市 服务，至目前，该联社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抢走。然而，在发展初期，因为走生态农业路 32.58 亿元，小微企业信贷投放量占全市金融
线，合作社一度陷入资金困境。
机构投放总量的 9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本
邓州市农信联社在认真了解情况后，积 地小微企业的发展。
极创新信贷模式，在稳控风险的前提下，按照
无独有偶，邓州市彭桥镇丹水天香家庭
最优惠的利率主动为合作社授信 240 万元， 种植农场主姚绍良同样对邓州市农信联社感
解了合作社的燃眉之急。目前，该合作社年 激不尽。
净收入可达 300 万元以上，已经走上了快速
2014 年春，原在广东某知名公司工作
发展的道路。这是邓州市农信联社支持小微 多年的该镇村民姚绍良准备承包土地种植
企业发展，帮助农民发家致富提供定制服务 香菇，但资金问题成了他的“拦路虎”，当他

获知彭桥信用社可以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质押贷款业务后，就找到了镇农信社。
邓州农信联社与彭桥镇镇政府签订了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协议，并向当地大
蒜加工企业和香菇种植大户姚绍良各授信
50 万元和 100 万元。获得资金支持的姚绍
良拉着邓州市农信联社理事长史德生的手
感激地说：
“信用社真是俺农民朋友的‘贴心
人’
！”
长期以来，邓州市农信联社始终以“立
足三农，服务三农”为己任，深刻领悟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把解决“农民贷款难、
贷款慢、贷款贵”作为工作突破口，创新思
路，深挖潜力，积极协调邓州市委、市政府，
率先尝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试点工作，推动了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
新，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繁
荣。

织就金融服务“立体网”

普及金融知识

信用联社新建的警银便民亭

“自从村里有了助农取款点，俺现在取
钱、查钱可方便了，不管是每月发的养老金，
还是闺女从外地给俺打过来的钱，俺一转眼
就能取出来。”日前，提起农信社的方便，邓州
市张村镇的王老太太开心地说。
近年来，邓州市农信联社坚持完善自助
服务基础建设，打造“柜面服务+自助设备+
网银业务”三位一体服务结算网络，从而让客
户安全、便捷、直观地感受到农信社产品和服
务；布放农民自助金融服务点 109 个、POS 机
1572 台，助农取款点 119 个，彻底打通了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使偏远乡村的农户足
不出村即可享受到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累
计发行金融 IC 卡 320457 张；发行居民社保
卡 21 万张；电子交易业务替代率达 62%。
同时，该联社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完善
服务网络，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建
立“柜面服务+自助设备+电子银行+助农服
务点”四位一体的服务网络，稳步推进社会
保障卡发放和银医收费系统建设工作，不断
扩大“农信社 10 分钟金融服务圈”的覆盖半

径，积极延伸农村金融服务层面，着力解决
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2014
年，借鉴大城市先进经验，与该市公安部门
联合，在城区繁华地段、学校、医院、商超附
近建起集消防、特巡、交警、治安和自动存取
业务终端于一体的警银便民亭 12 座，从而
提高警务接警、出警、卡口治安拦截工作效
率，同时又方便市民出门就能刷卡办理消费
业务，深受市民称赞。
积极落实各级政府的惠农惠民政策，深
入农村，走进农户，配置资金。累计投放信贷
800 万元，支持下岗职工创业致富；累计投放
1260 万元，支持 200 余名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累计投放惠农贷款 5.1 亿元，支持“春耕备
播”
“
、三夏秋种”贷，农业水利建设贷款等。
创新新型服务模式，建立“邓州农信”微
信公众平台和商户联盟平台。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和商户联盟平台为客户提供融资融智支
持、品牌推广等多项服务。目前，
“邓州农信”
公众平台具备业务预约、便民服务等多种功
能，取得 4611 人关注；商户联盟平台吸收

200 余家小微企业和商户，涵盖餐饮、旅游、
汽车、服装、农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拉近了银
商、银企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支持了区域小微
企业的发展。
以“鼎鼎红”小微企业信贷服务平台为依
托，开展信贷工厂线上、线下营销模式。目前
已累计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 33.88 亿元，占
全市各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份额的
90%，中小微企业贷款户数由年初的 249 户
增长到 305 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 95%，服务
领域覆盖了纺织、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
等多个领域。
设立“鼎鼎红”信贷平台服务中心，成立
个人金融部，试点信贷工厂模式，发放城乡居
民个人类贷款，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便捷、
亲和的金融服务，在积极推广“金燕快贷通”
小额贷款的基础上，为不同客户量身打造了
适合自身的合意信贷品种，如：个人综合消费
贷款、公务员“金领”消费贷款、
“巾帼富”妇女
创业贷款、
“圆梦贷”下岗失业贷款等贷款品
牌，以及房贷通、车贷通等品种。

高考志愿服务

信贷支农谱写“新篇章”
邓州市黄志牧业是一家集种
养加于一体，产供销一条龙，绿色
环保的循环型经济企业，年效益近
亿元。2014 年，正当黄志牧业大
刀阔斧开始建设之际，却遇到了巨
大的资金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
邓州市农信联社马上为黄志牧业
授信 5500 万元，使黄志牧业得以
建成，迎来生机。
邓州农信联社理事长史德生
告诉记者，近年来，
“ 中央一号文
件”连年对金融业支持“三农”发
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三农”而
生，因“三农”而长，因“三农”而强
的邓州农信，持续探索寻求破解
服务“三农”难题的有效路径，不
断推动信贷支农业务创新，积极
践行“做老百姓自己的银行”的农
信梦。
为此，邓州农信联社大力做好
“大三农”金融服务。开展“走千
村、进万户”活动，积极做好对农
户、农村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种养基地、涉农企业的信贷服
务。已累计投放农户、农村经营大
户贷款 301 笔 135587 万元；投放
农业专业合作社贷款 14 户 11660
万元；投放产业集聚区贷款 19 笔

17391 万元。
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以
节能减排型、技术进步型、科技实
用型、产业优化型、区域特色型、可
持续发展型中小企业为支持重点，
广泛开展银企项目对接，大胆探索
新的担保方式，采取仓单质押、存
货抵押、房地产抵押、协会联保等
方式，积极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特点
的信贷产品，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一季度，投放中小企
业贷款 5.2 亿元。
做好特色项目金融服务。有
重点地培育乡镇优势项目和特色
产品，促使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壮大县域经济发展基础。已支持
构林镇的面粉加工行业、穰东镇服
装加工行业、刘集镇板材加工行
业、杨营乡养猪专业合作社、裴营
乡辣椒行业、白牛乡的花卉种植行
业、寿桃种植业发展壮大。同时，
围绕构建现代城镇体系，重点支持
中心商务功能区、特色商业区和小
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使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服务业集聚发
展。已与穰东新型农村社区签订
投放贷款协议 30 户 900 万元，已投
放 4 户 12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