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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起点 新征程
濮阳农商银行起航巡礼

阅读提示
濮水河畔，
激情迸发展雄姿；
帝都濮
阳，龙腾虎跃迈新篇。7 月 12 日，濮阳
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开启了濮阳农
商银行的新纪元。
濮阳农村商业银行全称濮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河南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濮阳市办公室和濮阳市市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并组建的市级农
商银行。2017 年 7 月 10 日，经河南省
银监局批准，同意筹建濮阳农商银行。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濮阳农村商业银行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成功召开。
2018 年 6 月 26 日，正式获得省银监局
开业批复。

描绘蓝图

研发产品，
加快创新，
打造特色鲜明的活力银行

始终不渝，
扎根城乡，
打造奋进发展的正能量银行

董事长刘宏伟深入企业调研

乘着改革的春风，伴着发展的大
潮，濮阳农商银行系统在省联社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在濮阳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在濮阳市农信办党组
的具体指导下，始终践行“勤奋尚德、
务实怀远”的企业精神，始终牢记“服
务‘三农’、支持小微”的历史使命，历
经 60 余年的奋斗，濮阳农商银行系

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已经发展成
“机构网点多”
“服务范围广”
“市场份
额大”
“ 经营管理强”的特色金融机
构，共有台前、范县两家县级农商银
行，南乐县、清丰县、濮阳县 3 家县级
联社也即将完成改制组建农商银行
的目标；183 个营业网点遍布城乡，
2189 名 干 部 员 工 倾 情 奉 献 。 截 至

2018 年 6 月 末 ，资 产 总 额 达 460 亿
元，贷款规模达 248 亿元，存款规模
达 405 亿元，近三年年均创税收超 3
亿元。
如今，濮阳农商银行以服务城乡
居民当仁不让的气魄、支持小微企业
责无旁贷的豪迈，以日新月异的速度
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进。

立足“三农”，
支持小微，
打造惠农支企的责任银行

开展贷后回访，
查看帮扶花卉种植情况

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

时代催人进，责任显担当。近年
来，濮阳农商银行以政银企战略合作
为依托，大力开展“进千村，入千企”拓
展营销和“十大覆盖率”调研对接活
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坚持不抽
贷、不压贷、不惜贷、不惧贷和快受理、
快调查、快审批、快发放的“四不、四
快”原则，切实破解实体经济“贷款难”
问题，全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至 2018 年 6 月末，涉农贷款余额
达 216 亿元，较年初增加 23 亿元，服
务支持了天然林牧业、神农种业等涉
农企业和农户 59987 户；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达 109 亿元，较年初增加 9 亿
元，有力地支持了辖内中拓石油、东方
龙机械、贝英数控、慧智通达、黑天鹅
家电、正大家居、红磨坊等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 8380 户。

濮阳农商银行充分发挥亲农近
农、支农惠农优势，在助力全市脱贫
攻坚的进程中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量身打造专属产品，推出了“脱贫助
力贷”
“ 易富通脱贫贷款”
“ 惠农扶贫
贴息贷款”
“ 合家欢—家庭贷款”
“企
乐贷—企业最高额授信循环贷款”等
贷款产品，为 2550 户贫困户提供了
资金支持。濮阳农商银行系统与地
方政府签订了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合
作协议，风险补偿金余额 5280 万元，
银行放大 10 倍后进行投放。2017 年
末 ，全 市 农 信 社 扶 贫 小 额 贷 款 余 额
2.65 亿元，带动贫困人口 1.2 万人；带
贫企业贷款余额 4.78 亿元，带动贫困
人口 5903 人。大胆探索创新扶贫模
式，相继推出“银行+扶贫协会项目
村+农户”
“党建+扶贫+食用菌”等贷

款模式，主动承担市场风险，全力服
务脱贫攻坚。在结对帮扶濮阳县白
堽 乡 刘 庄 村 期 间 ，自 筹 和 协 调 资 金
119.4 万元，帮助该村整修村委会大
院、修建 1200 平方米文化广场、100
平方米村卫生室，新修道路 3379 米，
赠送了电脑、空调、打印机、饮水机和
办公用品。扶持该村发展蔬菜大棚
16 个、肉鸡养殖大棚 4 个、双孢菇种
植大棚 3 个、生猪养殖项目 1 个。通
过扶持发展种植养殖业、帮助转移劳
动力外出务工、技能培训、落实社会
救助政策等多种措施，该村 14 户贫
困户已全部脱贫。
如今，坚定执着的濮阳农商银行
人，勇担地方金融“脊梁”之任势不可
挡，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托起濮阳经济
腾飞的翅膀。

开展
“慈善一日捐”
活动

务“村村通”。开通手机银行 35 万户、
企业和个人网银 6 万户，开通了全国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间的实时电子汇
兑、个人账户通存通兑、大小额支付系
统，实现了资金跨行交易实时到账；开
办了 ETC、银铁通等特色服务，最大
限度地方便群众出行；开通农民工特
色服务，实现农民朋友打工地挣钱、家
门口取钱；积分商城上线运行，31 项
业务均有积分赠送，回馈客户力度进
一步加大；成立了移动银行部，购置移
动银行车，为各类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在班家小镇、濮水小镇、水秀街等布放
了线上收银系统，商户收付款更加安

全、快捷。
2018 年 5 月，濮阳农商银行与濮
阳市总工会签署“工会会员卡”战略合
作协议，联合推出“工会会员卡”，把工
会会员的平台优势与濮阳农商银行卡
快速支付、多行业应用等进行融合和
创新，实现“一卡多用”，进一步提升金
融服务水平，扩大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一个个醒目的行业标志，一道道
亮丽的金融风景，统一的制服，完善的
设施，高效的服务，在传承中创新、在
发展中共赢的濮阳农商银行，以更加
崭新的面貌、更加优质的服务奉献于
濮阳人民。

与濮阳市总工会签署
“工会会员卡”
战略合作协议

以诚信经营企业品牌，凭责任助推
“三农”发展。60 年的风雨与共，见证
了农信社手牵手的合作、心贴心的服
务。因改革而获新生，因发展而达共
赢，改制后的濮阳农商银行，将在省联
社党委、濮阳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严格遵循“稳、严、实、细”四字方针，
持续实施“六化”管理思路，进一步明确
“回归本源、关注主业、服从服务于实体
经济”的经营方向，坚守“立足地方、支
农支小支微”的市场定位，争创一流业

拓展 IC 卡应用，
倡导绿色出行

热烈庆祝濮阳农商银行隆重开业！

了濮阳市公共自行车“绿色出行”工程，
助力绿色交通；独家冠名“2017 年濮阳
市国际梦幻灯光节”
“2017 年龙都濮阳
国际龙舟邀请赛”
“ 濮阳市第九届运动
会”
“2018 年濮阳市国际光影节”等大型
活动，充分展示了濮阳农商银行热心公
益事业、主动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见证
了濮阳农商银行与濮阳人民的鱼水情
怀，不仅赢得了社会的美誉，也得到了濮
阳市委、市政府的嘉奖，先后获得 2015
年、2016 年度市直单位重点工作综合考
评一等奖，2016 年度精准扶贫“爱心企
业”，2016 年、2017 年“突出贡献企业”
奖。

主动作为，
再创辉煌，
打造扬帆远航的壮志银行

深入网点周边的菜市场调研金融服务对接情况

濮阳农商银行领导深入走访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倾情奉献，
回馈社会，
打造心系群众的公益银行
多年来，濮阳农商银行致力于打造
良好的城乡金融服务环境，认真组织开
展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普及月、网
络安全宣传周、信用记录关爱日、防范和
打击非法集资、反假币、反洗钱等金融知
识宣传，仅今年上半年，累计开展各类宣
传活动 30 余次，为城乡居民金融意识提
升和国家惠农政策落地搭台铺路。
作为注册在濮阳、纳税在濮阳、成长
在濮阳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濮阳农商银
行饮水思源，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坚持开展金秋
助学、慈善一日捐、文明交通引导、学雷
锋志愿服务、爱心助考等公益活动，支持

服务城乡，
贴近群众，
打造城乡百姓的身边银行
网点遍布城乡，服务方便快捷，是
濮阳农商银行金融服务优化提升的真
实写照。近年来，濮阳农商银行始终
秉承“普惠金融”的发展理念，不断优
化金融服务水平，畅通金融服务渠道，
大力建设金融网格化服务体系，下沉
服务重心，通过进村组、进社区、进商
区、进园区、进校园、进机关活动，打造
“一公里”金融服务圈，把“普惠金融”
服务送到了城乡百姓身边。至 2018
年 6 月末，在全市布放 POS 机 3924
台，运行 ATM 自助设备 451 台，建设
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站 550 个，建设惠
农支付服务点 2988 个，实现了金融服

作为普惠金融理念的践行者，濮阳 盘活存量房产资源，培育住房租赁市场，
农商银行坚持以“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 为改善民生、服务居民消费升级提供全
的追求”为创新目标，通过“进千村、入千 方位的金融服务。
企”
调研对接，
将客户需求与实际相结合，
同时，推出“青年新风贷”，向有创业
先后推出
“人大代表贷”
“政协委员贷”
“青 梦想、积极向上的新婚夫妻群体发放小额
创贷”
“劳模情”
“立德宝”
“农村产权抵质 消费经营贷款，无须外人抵押、担保即可
押贷款”
“农商行+专业合作社+农户”模 获得 10 万元以内额度，期限最长可达 3
式等十余个特色信贷产品，为农民生产 年，满足新婚青年夫妻创业经营、婚嫁物
创业和个体工商户做大做强提供了资金 品购置等资金需求，培育倡导“不要车不
源泉；股权质押、仓单质押等创新信贷品 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
的社会文明新风。
种，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大规模、大手笔
此外，创新申贷方式，拓宽申贷渠
的银团贷款，
为城乡建设加油助威。
道，开通了微信申贷，公开客户经理信贷
濮阳农商银行致力于让更多客户获 电子名片；实行利率优惠政策，以真金白
得金融服务，在小额贷款上做出“大文 银让利于民；在全市推行限时办结和廉
章”。以“家庭”理念为核心，将人际关 洁承诺制度，打造阳光、便捷、高效的信
系、伦理亲情与金融产品相融合，创新推 贷文化；专门成立小微贷款中心和普惠
出家庭贷款系列产品，面向所有家庭开 金融事业部，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推出
放，真正实现有贷无类，确保每个家庭都 “龙都快贷”品牌，直接服务城乡居民和
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相应的金融服 小微企业主，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和
务。以“家合贷”为核心，濮阳农商银行 社会效应。
将小额贷款服务范围扩大至家庭消费、
创新激发活力，濮阳农商银行个人
经营的各方面，参与家庭生命周期各个 贷款客户占比连年保持在 95%以上。尤
阶段。家合贷、职贷通、金燕永续贷、普 其是 2017 年以来，存量贷款客户数量较
惠贷、商贷通、二手房按揭贷款等产品日 近三年平均水平
“翻一番”
，
单笔贷款额度
益丰富，服务触角不断延伸，为每个家庭 降至50万元以下，
为农户、小微商户等客
购房、装修、婚嫁、教育（含育儿）、创业等 户赢得了融资空间，涉农贷款占比达
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81.16%，小微企业（主）/个体户贷款余额
积极响应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创新 达到 44.21 亿元，环比增幅 31.97%；100
推出“易租贷”小额贷款产品，以金融服 万元以内客户净增6360户，
其中50万元
务为纽带，链接房屋租赁市场供应、出 以下占新增客户的 96.15%，占总体存量
租、承租三方，支持居民住房租赁消费， 客户数量的93.05%。

绩，建设一流银行，在经营发展中实现
质量、效益和品牌的全面提升，力争早
日把濮阳农商银行打造成“产权明晰、
资本充足、机制健全、内控严密、运行安
全、效益良好”的现代商业银行，为支持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创大业，自当扬帆破浪；展宏图，更
需策马扬鞭。改革创新，濮阳农商银行
永远在路上；情系濮阳，濮阳农商银行奋
力再创辉煌。

统筹：
刘宏伟 王文远 执行：
本报记者段宝生 文图：
于杰勋 董玉强 马跃峰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社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 035 号

全年定价 330 元 零售价 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