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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差价助力脱贫客户受益

农行商丘分行扶贫商城获广泛认可

惠农自助 惠农支付 惠农微贷 惠农电商

西峡农商银行“惠农驿站”惠农多
§评说

农村金融机构支农须先“知”农

为增进全行党员干部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了解和

认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热情，近

日，扶沟农商银行在总行三楼会议室举

办“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比赛中，26名参赛人员在规定时

间内进入“学习强国”App“挑战答题”

版块进行答题。比赛结束时，取最高

分作为本次比赛成绩。经过激烈角

逐，5名选手从本次挑战答题中脱颖而

出。

据悉，自“学习强国”平台正式上线

以来，该行党委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学

习平台学用工作，把“学习强国”平台作

为提升全行党员干部素质的重要学习载

体，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运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党

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素

养，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在全行形

成“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良好学习氛

围。 （陈建正焦洋）

8月20日，农行鲁山县支行“普惠

金融小分队”到一家距县城30多公里

的公司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活动，对该公

司务工人员宣讲钱币识别和防欺诈知

识，并现场为他们办理 200 余张银行

卡。这是该行送金融知识下乡的一个

场景。

近年来，农行鲁山县支行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积极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高效、更有

温度的服务。

该行辖内机构主动对接特殊困难

群众家庭的金融需求，提供贷款优惠利

率，缓解资金压力；各营业网点针对老、

弱、病、残等为无法到网点办理业务的

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打通金融服务

特殊群体的“最后一公里”；持续加强网

点内外环境、便民服务设施、标识标牌

体系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优化服务环

境，努力为客户提供有温度、看得见的

金融服务。

（陈海陈凯阳）

近日，修武农商银
行小微事业部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厅堂户
外”联动的方式，深入
开展人民币知识宣传，
以实际行动让人民币
知识惠及千家万户，让
金融服务更贴近百姓
民生。图为该行工作
人员为临柜客户讲解
新版人民币的防伪特
征和辨别真假币的方
法。彭圆圆摄

“昨天湿花椒五块五一斤，今天就涨

到六块了；今年花椒大丰收，为了收花

椒，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多亏了

农商行的支持，今年收获满满。”48岁的

渑池县仰韶村村民王大伟说。

尽管天气炙热，王大伟和家人仍在

红红火火地烘烤着花椒。每年的七八月

份是花椒成熟的季节，每到这个时候，

资金短缺成了困扰种植花椒农户的难

题，今年有了农商银行的支持，像王大

伟一样种植花椒的农户不再为资金发愁

了。

为着眼解决“三农”发展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渑池农商行普

惠金融部结合当地最具特色的花椒产

业，在全县花椒收购产业最成熟的仰韶

乡推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花椒贷”。该款

产品具有贷款便捷、利率优惠、信用发放

等优势，主要满足农户花椒收购加工过

程中的资金需求。该产品一经推出，就

得到了广大花椒收购户的高度认可，从

根本上解决了花椒收购户资金需求量

大、季节性强以及抵押物缺乏等难题。

截至8月底，该行为仰韶乡花椒种植户发

放“花椒贷”31户367万元。

今年以来年，农发行舞钢市支行充分

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服务“三农”领域

中的“当先导、补短板”作用，积极与当地政

府相关部门沟通，抓住舞钢市启动38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机遇，成功营销包含

9.4万亩耕地提质和1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该项目涉及6个乡镇45个行政

村，是一项提升耕地产能，促进农民增收，

改善生态环境的重点民生工程。

今年3月19日，农发行舞钢市支行申

请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贷款”

48600万元，经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审批通

过，期限15年，用于支持舞钢市10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9.4万亩补充耕地提质改

造工程。目前已投放贷款37400万元，后

续贷款根据项目进度陆续投放、支付。

据悉，舞钢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

行多规合一的项目搭配，采取“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模式。该项目是全省农发行

系统首个取得银行融资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通过对舞钢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补充耕地提质增效工程打包支持，市场化

运作模式，以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入为核

心，设计政府奖补返还承贷主体投资和合

理收益，作为项目还款来源，是“土地+”

模式在信贷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有

益尝试。

“原价42.8元的5斤装民权长领珍

珠花生米，我在农行掌银‘扶贫商城’里

面仅用17.1元就购买了，真便宜。”商丘

市睢阳区赵先生高兴地这样说。

据悉，“扶贫商城”是农行助力脱贫

攻坚的有力抓手，是农行总行全面推进

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一号工程。“扶

贫商城”是发挥自身科技、渠道、客户等

优势，依托农行庞大的掌银客群和影响

力，通过“扶贫商城+扶贫企业+扶贫户”

模式，搭建出的一座连接城乡的扶贫产

品线上销售桥梁。

“扶贫商城”的各带贫企业主要从

事当地农产品的深加工与销售，企业雇

佣贫困户，收购合作社和贫困户的农产

品作为原材料，通过“公司+农户”的模

式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截至目

前，该商城已覆盖商丘13家贫困县企

业，在售产品70余种。

而之所以赵先生购买的花生这么便

宜，就是因为农行商丘分行对该商品进

行了差价补贴。为了促进带贫企业产品

销售，该行拿出专项资金，补贴后以低于

市场价的方式，将民权的花生、宁陵的酥

梨、睢县的鸭蛋、柘城的辣椒等商丘市辖

属贫困县精选特产带给全国各地客户，

带动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贫困户增收

致富，也使广大客户从中受益。截至8月

24日，该行已累计贴补资金70余万元，帮

助企业销售产品39211笔、金额294万

元，获得了政府、企业和广大客户的一致

好评。 （娄浩然）

近些年，农村金融机构扎实履行支

农支小责任和义务，积极支持乡村振兴，

成为和农村、农民走得最近的金融机构，

也是农民最欢迎的金融机构。但在支农

工作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一

线工作人员懂金融却不“知农”，当农民

朋友问及有关当前农村政策时，他们哑

口无言；当农民朋友想要了解当前市场

有关农副产品行情和致富信息时，他们

一脸懵懂。尤其是近些年农村金融机构

如邮政银行、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

新进年轻员工多，年轻员工自小不事稼

穑，不懂农事，对农村农事知之甚少，当

农民朋友请教有关农业科技知识时，他

们面带难色。这样的农村金融机构工作

人员，虽然能给农民解决资金上的困难，

但无法解决科技和致富信息的问题，这

无疑和支农主力军的身份不相称，也不

利于“支农”工作的开展。

农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应该是多

面手，不但要懂金融，还要懂农、知农。

尤其是现在，农村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

变化，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已经走到前

台，现代化农业讲究的是市场化、信息

化、机械化、标准化，走的是高效、精准、

专业发展之路，如果不懂这些，怎能服务

好农村群众？农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必

须要懂政策、懂技术、知信息，要了解农

情、农事甚至农技，要随时知道农民朋友

在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否则，就

变成了瘸子、盲人，不仅支不了农，还可

能变成扰农、误农。

农村金融机构要做到“知农”，要在

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引入“知农”大

学生。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在引进大学生

时有个误区，多选择经济、金融、科技类

的学生，对农林类的大学生不屑一顾，事

实上，农村金融机构真正需要的恰是农

林类的大学生，他们知农，懂农也爱农，

再加上懂金融，可以说是支农最完美的

组合。二是“送资金送信息送技术”的好

传统不能丢。“送资金送信息送技术”是

农村金融机构多年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好

办法，但近些年提得少了，做得也少了，

农村金融机构要把这个好办法坚持下

去，不断扩充内涵，如加上送项目、送服

务等，真正把农民最需要的资金、信息、

科技和服务送到农民手上，把温暖送到

农民心里。三是要强化对一线工作人员

的业务培训。对一线工作人员要进行必

要的业务培训，让他们在相关农业部门

或专家那里充足“电”，掌握必要的农业

科技知识和有关的涉农政策，外行变内

行，才能有效指导好农业生产，带领农民

致富，这样的支农，农民才会打心眼里欢

迎。 （曾照宇罗尔豪）

今年以来，农发行信阳市分行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和上级行党

委工作部署，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抢抓

机遇务实干，凝心聚力强担当，持续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为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截至8月底，该

行累放精准扶贫贷款突破110亿元大关，

达到112.84亿元，有力地支持了老区经

济的发展。

根据信阳市委、市政府加快振兴发

展实施方案，该行积极发挥政策优势、资

金优势以及信贷产品优势，重点加大对

脱贫攻坚、红色基因传承、生态保护、基

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等领域支持力

度。

该行建立工作会商机制，坚持纵向理

顺、横向协调，及时向省分行汇报情况，不

定期召开项目推进会，会商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和新问题。根据项目融资需求，

量身打造融资方案，抽调市、县行业务骨

干组成专项金融服务小组，开通办贷绿色

通道，下沉服务，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

中办贷。该行聚焦“三保障”、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

“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

该行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大力提升农地使用效率，累计投放

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长期扶贫贷

款7.55亿元，支持息县、光山县、平桥区3

个县区实施土地综合治理和乡镇补充耕

地储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该行累放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

扶贫贷款1.56亿元，支持光山县、平桥区、

罗山县3个县区国储林项目建设，通过签

订基地管护就业协议，实现贫困户脱贫致

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该行主动作

为，及时与地方党政领导对接，筛选成熟

项目，在省分行支持下，创新推出了“公司

融资建设＋学校承租运营”的高中自营模

式。累放城乡一体化中长期贷款6.76亿

元，支持息县高中（二期）、固始县第一高

级中学易地建设，有效改善了教育教学条

件，促进了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为了彻底扭转沿淮革命老区群众“靠

着淮河没水吃”的尴尬局面，该行获批

10.8亿元水利建设贷款，已投放贷款2.2

亿元，用于支持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引

淮供水灌溉工程建设。

为了改善贫困地区交通设施，该行投

放农村路网中长期贷款1.7亿元支持新县

S205 公路建设，方便革命老区群众出

行。该行树牢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美丽与

发展同行，投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长期

扶贫贷款2.3亿元支持光山县农村水环境

综合治理，助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近日，根据农行河南省分行县域业

务“提份额、增贡献、强基础”专项营销

活动考核通报，南阳分行7月份综合考

核得分再次位居系统第一，这是该行今

年以来连续第三个月蝉联全省农行县

域业务营销“冠军”。其中，县域对公贷

款“重点突破”营销得分持续排名首位。

提站位，增强“作用力”。该行围绕自

觉服务县域治理“三起来”要求，顺应县域

经济发展新态势，加快推进“三农”和县

域业务转型。以县域业务“提份额、增贡

献、强基础”专项营销活动为抓手，以党

建经营融合为推动，将活动结果纳入县

域支行班子及班子成员年度履职考评，

组建党员“先锋队”“突击队”，常态化开

展“六走进”服务拓展活动，支部战斗堡

垒、党员先锋模范“两个作用”突出发挥。

快投放，支持“大小新”。紧盯县域

重大项目、小微企业、新三农等重点领

域，该行累计向唐河华润风电、丹江口

引丹蓄水等项目投放县域法人贷款

20.49亿元；疫情以来落实“不抽贷、不

断贷、不压贷”政策，累计投放小微企业

等县域普惠金融贷款5.38亿元；聚焦乡

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持续推广“微捷

贷”、“惠农e贷”等线上产品，累计投放

县域贷款29.75亿元。7月末全行产业

精准扶贫贷款（人民银行统计口径）较

年 初 新 增 32205 万 元 ，增 长 率 达

53.06%。 （刘延军）

近年来，西峡农商银行按照“乡村振

兴、支农惠农”总体要求，通过“惠农自助、

惠农支付、惠农微贷、惠农电商”四大工程

实施，进一步挖掘政府数据、金融数据和

运营商数据，打通社保、医疗、交通、教育、

旅游、消费、产业链条等领域的支付场景，

传递出普惠金融好声音。

“惠农自助”拥抱百姓生活

“现在投资渠道多了，农商银行在家

门口设置了惠农金融服务点，不仅功能齐

全，也让我们农民在参与金融交易时更放

心。”这是来自西峡农民的心声。

这个小小的惠农金融服务点不仅能

为村民提供取现、转账等金融服务，还叠

加了投资理财、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传

递、小面额人民币兑换和残缺污损人民币

兑换需求登记、金融知识宣传、金融维权

咨询和指导等一揽子金融服务。这些“接

地气”的金融服务点受到当地村民的欢

迎。像这样的惠农金融服务点在西峡就

有百余家。

在西峡县，惠农金融服务点已成为乡

村振兴普惠金融服务驿站，可提供社保卡

激活查询、代收缴电费、银行卡信息查询

等10余种便民服务。

“惠农支付”引领智慧金融

近年来，西峡农商银行本着共享、互

补、共赢的原则，进一步挖掘政府数据、金

融数据和运营商数据，以金燕IC卡为载

体将百姓民生需求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补

位服务传统金融生态圈下缺失的普惠金

融客层，打通社保、医疗、交通、教育、旅

游、消费等领域的支付场景，共同打造“智

慧城市”，成为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的“领跑

者”。

西峡“果药菌”购销网络星罗棋布，上

万人的经纪人队伍上联市场，下接农户。

为将移动支付方式植入农村，用移动支付

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拓宽县域支付服务

渠道，该行积极引导企业和经纪人通过手

机支付办理购销结算，当地50%以上的

“果药菌”购销均通过移动支付完成。

“惠农微贷”深耕支农支小

西峡农商银行通过深耕“微贷”领域，

不断提升产融对接嵌入度和融资匹配度，

努力为农户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全周期

的金融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经济支

撑。

该行为促进乡村振兴，使产业链信贷

服务更完善，“量体融资”，定制特色金融

产品。围绕“果、药、菌”产、供、销、贸服务

体系建设，创新推出了“果贷通”“菌贷通”

“药贷通”等特色信贷品牌，重点支持“果、

药、菌”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深加工项

目；围绕社会创业主体，相继推出了“下岗

工人再就业”“返乡农民工创业”“巾帼信

用创业”等信用创业贷款品牌，有效满足

了不同创业群体短、平、快、急的融资需

求。

“惠农电商”孵化创新创业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快速发

展，使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渠道

日益畅通，加速了产业孵化和产城融合，

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同

时，也产生了对资金结算和支付服务的强

烈需求。该行根据不同性质的电商，有针

对性地为电商提供服务下沉的资金结算

渠道，解决电商资金成本高和风险大的难

题。为做好金融与电商融合发展，西峡农

商银行依托人民银行、农商银行、银联商

务、农村电商四方合作模式，为农民及电

商客户提供更多商业服务。（赵泽轩）

8月28日，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联合新

郑市委宣传部、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

新郑市文化馆在新郑市炎黄体育中心举

办新郑市2020年“千村百镇”系列体育活

动启动仪式暨“村银杯”艺术广场舞大

赛。程一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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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鲁山县支行
打造有温度的银行

农发行信阳市分行

为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本报记者孙玮 通讯员舒威

提站位增强“作用力”快投放支持“大小新”

农行南阳分行做强县域业务

金融活水灌溉 农田提质增收
农发行舞钢市支行近5亿贷款助推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扶沟农商银行
举办“学习强国”挑战赛

花椒收购户搭上融资“直通车”
渑池农商银行“花椒贷”支持花椒生产经营

□本报记者孙玮 通讯员杨兆栋代高乐

为普及金融安全知识、维护金融秩

序，8月以来，郑州农商银行中原支行开

展了“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支付服

务集中宣传月活动。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银行卡

使用风险案件频发，对客户资金安全和

金融秩序稳定造成一定影响。本次宣传

活动通过在社区设立支付宣传咨询台、

在街道分发宣传折页、在营业厅集中宣

讲支付安全知识等形式主动向居民进行

宣传。与此同时，该行充分利用LED

屏、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银行等媒介

丰富宣传形式、扩大宣传范围，达到线上

与线下宣传充分结合的良好效果。

通过本次对金融支付安全知识的

宣传和普及，增强了广大居民安全使用

银行卡、安全支付的意识，提高支付风

险防范和应对能力。（李丹）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郑州农商银行中原支行开展支付服务集中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