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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商都农商银行

金融活水助扶贫 精准滴灌富乡村

“最近身体还好吧，有啥需要就给我

们打电话啊！”2019年12月27日，安阳商

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来到安阳县崔家桥

镇宋村屯村慰问贫困户靳新付。“感谢安

阳商都农商行，对我这么关心，帮助我看

病，比自家人还亲！”靳新付激动地说。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自从与宋村屯结

成帮扶对子以来，帮扶人员的身影经常出

现在这里，他们对贫困户的精准帮扶赢得

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连连称赞。前不久，贫

困户靳新付在帮扶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

慢性病鉴定。近年来，该行积极整合扶贫

资源，“输血”与“造血”双管齐下，帮助群

众脱贫致富。

小额贷款让贫困户的日子有奔头

2019年12月27日，安阳县高庄乡西

小寒村的田东明，匆匆吃过午饭，便忙着

为他的波尔山羊进行免疫接种。“这些山

羊是在安阳商都银行资金的支持下买进

的新品种，我得好好饲养，等到出栏了卖

个好价钱，我也脱贫致富了！”田东明说。

田东明今年40多岁，由于几年前在

工地打工不慎摔伤，卧床好几年，因病致

贫。但他不甘心，买了几只羊养在自家院

里。由于羊品种不好，卖不上价，2018年

6月，他想买新品种饲养，但苦于没有资

金。安阳商都农商银行高庄支行了解田

东明的情况后，为他发放了3.4万元小额

扶贫贷款。

这笔扶贫资金对田东明来说是雪中

送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信心和希望。“现

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又有商都农商银

行的支持，只要咱不惜力，好日子一定在

前头。”田东明说。

截至2019年11月底，该行重点对辖

内48个贫困村9466户贫困户，深入开展

了入户调查和评级授信工作，入户调查率

达到100%，对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及

时给予了信贷支持。

产业扶贫“贷”动产业增收富民

这几天，安阳县崔家桥镇东庄村张庆

丰种植的大棚蔬菜已经全部卖完了。“这

两年，在商都农商银行的支持下，我的蔬

菜种植有了起色，一定好好干致富奔小

康。”张庆丰笑着说。

和张庆丰一样，崔家桥镇何村的何应丰

种植了约1.5亩的中药材——瓜蒌。2018年

7月，老何购买化肥时遇到了资金难题。正当

他为资金犯愁时，安阳商都农商银行崔家桥支

行张经理来到他家，了解情况后为他及时发

放了扶贫贷款，铺平了他的中药材种植之路。

作为金融精准扶贫助推脱贫攻坚的绝

对主力，安阳商都农商银行科学调整信贷结

构，加大对县域内特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助

力产业扶贫，充分发挥扶贫小额信贷杠杆作

用，促进当地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知识下乡让老百姓懂金融用金融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到家门口给咱

做金融知识讲座真实用，叫俺如何识别

假钞，今天上午买东西我就识别出一张，

要不是当时学了这个知识，我可能就上

当了！”2019年12月25日，殷都区曲沟

镇陈家井村的董仙云从集市上买东西回

来时说。

董仙云口中的金融知识讲座指的是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的“送金融知识进村入

户”活动。为了以扶智助推脱贫，打通金

融知识覆盖“最后一公里”，该行在辖区内

开展了“送金融知识进村入户”活动。各

支行组织一批责任心强、业务能力强、语

言表达能力好的员工组成宣讲队伍，利用

村民晚上空闲时间到辖区各村开展金融

知识讲座。讲座现场，工作人员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为群众讲解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办贷流程以及政府扶贫政策，介绍信贷产

品，现场演示电子产品操作，教会村民自

助办理业务，宣传普及反假币、防诈骗、安

全用卡、个人征信等金融知识和技能，推

介扶贫产业、资讯等。

雷锋精神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所在，为让雷锋精神永放光芒，以

实际行动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近年来，邓州农商银行将雷锋精神

传承融入业务发展与经营管理之中，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和经营业务的稳健发

展。

通过学习雷锋，该行员工纷纷将崇

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

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学雷锋先进典型，用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近日，邓州农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

在打扫自助银行的ATM机时拾到现金

1000元，通过监控反复确认、排查当日

ATM机流水，以及客户信息查询后及

时与失主取得了联系，随后失主赶到营

业厅领取了现金。现场，该客户再三表

示感谢，随后又专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

到了营业部。在信中，客户真挚地写

道：“我深知，金钱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

石，这块试金石不仅检验了拾金不昧的

银行员工，更加映射了整个邓州农商银

行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竭尽

全力为客户服务的高风亮节，邓州农商

银行真是咱雷锋城的雷锋银行啊！”

邓州农商银行平安支行某员工在

下班时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和一张准考

证，为了不影响该学生正常参加考试，

平安支行全员通过张贴认领公告、微信

朋友圈转发等多种方式寻找该名考生，

最终，在平安支行全员的努力和社会上

热心人士的帮助下，终于在考试前联系

到了这位考生，将遗失物品送还给了失

主。

邓州农商银行城区支行在早上开

门营业时发现一位流浪老人夜宿在门

前，瑟瑟发抖。该行员工立即将老人搀

扶进大厅休息，并为老人递上热水、买

来热饭，在询问老人情况后，该行员工

又与附近派出所取得联系，在民警的帮

助下将老人安全送往了救助站。

“今后，邓州农商银行将继续本着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担当社会责

任，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彰显邓州农商人良好的服务形象，努力打

造成一支‘精神面貌佳、内部管理实、企业

效益优’的特色队伍，为邓州经济的发展

贡献力量。”邓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

说。（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刘荣璟丁一)

2019年12月24日，农行驻马店分行驿城支行开展金融服务进市场宣传活动。该行组织营销团队，深入大型商场、农贸市场、建

材市场，设立金融服务宣传点，推广宣传农行金融产品，受到了商户的欢迎。图为该行员工在向商户解答农行金融产品。 邓国勇摄

2019年12月29日，滑县农商银行举行2020年开门红誓师夺标大会，银行机关部

室、各支行200余人参加会议。滑县农商银行25个支行行长纷纷竞标，立下军令状，夯

实了2020年一季度实现存款12亿元的目标。 史如月摄

2019年12月21日，农行鲁山县支

行行长陈凯阳带领全体帮扶责任人，到

鲁山县观音寺乡竹园村开展冬季送温暖

活动。该行在办公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拿出1万多元，为村里的贫困户购置了

米、面、毛巾和洗衣液等慰问品。

陈凯阳一行先后来到袁振刚和马义

伟等贫困户家中送上了慰问品，与他们促

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家庭收入情

况，并嘱咐他们注意御寒保暖，保重身体。

一直以来，该行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工作，陈凯阳等行领导每周都要到村里

调研指导对口帮扶工作。每到春节前

夕，该行都要看望竹园村的贫困户和老

党员，为他们送上面粉、食油、春联等慰

问品和员工捐赠的衣物，为村里的小学

生们送上了书包、文具盒等学习用品。

为改善竹园村村部办公条件，该行筹资4

万余元为他们配备了电脑、打复印机和

沙发等办公用品，并制作了宣传标语，使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陈海陈凯阳）

全省“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全面

展开以来，农行周口分行充分发挥职能保

障服务作用，带着感情和温度，集中做好

代发农民工工资金融服务。

作为一家“因农而生”，跟农民最近最

亲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该行切实提升政

治站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想农民工所

想、急农民工所急，主动担当作为，迅速作

出重点安排。该行精心组织辖内14家支

行紧急行动，紧密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及

住建、人社等主管职能部门，组织人员进

驻劳动力密集型的在建大型楼盘、重大

市政工程、劳务企业等农民工聚集的建

设单位、施工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提供“套餐”化普惠服务。该行各个

营销小组携带移动超柜、发卡机、复印机

等智能设备，现场为农民工批量办理发

卡、开户、注册掌银、用户信息建档等业

务。同时，对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减费

让利”，农民工工资使用的“惠农卡”及账

户，免收小额账户服务费、免收惠农卡工

本费（包括换卡和补卡）、免收账户交易明

细折工本费、免收惠农卡年费；各营业机

构加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监管，保

证专款专用、实名制发放到人；配发春联、

手提袋、棉手套、热水杯等春节“大礼包”，

温暖农民工“心窝子”；广泛宣讲金融知

识，教会农民工个人信息保护、防网络诈

骗、防非法集资“金点子”。截至目前，该

行已累计代发工资9865万元，还根据农

民工需求，办理社保卡、ETC、存款、理财、

网银、人身保险等金融产品，深受广大农

民工好评。 （翟永志)

近年来，渑池农商银行始终坚持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持续强化党的建设，夯实党建基础，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助

力乡村振兴。

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进

一步服务乡镇居民，该行结合县域实

际，创新推出“党员引领贷”，激发农村

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热情，引导其带动

村民共同富裕。在调研市场的基础上，

该行还陆续推出了“军人光荣贷”“巾帼

美丽贷”“农机易贷”等一系列特色贷款

品牌，并组织客户经理深入走访，充分

满足乡镇居民多层次、多角度、多样化

的贷款需求，在居民创业、退伍军人再

就业、扩大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保障。

在党建的有力支持下，该行全体党

员始终不忘自己服务“三农”的初衷，近

年来，持续推动整村授信工作的稳步开

展，截至目前，累计授信197个行政村，

授信户4047户近2亿元。该行大力推

进金融扶贫工作，以“扶贫不落一村，脱

贫不落一户”的标准，通过逐户上门宣

传、定向发送扶贫贷款信息等形式宣传

金融扶贫政策，使贫困户知晓办贷条

件、办贷流程、优惠政策等，满足贫困户

生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

发放扶贫贷款2252户1.44亿元，带动

贫困户1.3万余人。 （胡松涛代高乐）

□本报记者孙玮通讯员郑江龙

农行周口分行
根治欠薪力度大

农行鲁山县支行给贫困户送上“温暖礼包”

邓州农商银行

雷锋城培育出“雷锋银行”

渑池农商银行

党建引领服务“三农”

近年来，西峡农商银行立足支农支

小战略定位，通过推进“小微”服务专属

化、营销目标精准化、获客渠道多样化、

业务产品品牌化、信贷服务特色化、营

销激励价值化，积极构建普惠金融服务

体系，不断开创银政、银农、银企多赢局

面。

在“整合资源”中推进小微服务专

属化。该行整合资源，建立完善了“三

农”事业部、公司业务部、个贷部、信贷管

理部综合服务体系，通过优先资源配置、

优化授信流程、优惠融资利率的“三优”

举措，持续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倾斜信

贷资源，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提速提效。

在“营销客户”中推进目标营销精

准化。通过开展“银企对接”大走访、大

调研、大服务，推进信用共建和集中授

信活动，坚守支农支小“根据地”；通过

“三联三创”“三贴五进”，全面细分市场

客户群体，研判信贷业务现有客户、潜

在客户及意向客户，从而实现客户营销

和维护服务的精准化、差异化和个性

化。

在“信用共享”中推进获客渠道多

样化。本着共享、互补、共赢的原则，进

一步挖掘政府数据、企业信用和融资平

台资源优势，以金燕快贷通为载体将信

贷融资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在加大信

息科技投入、增强信息共享的同时，注

重多方合作，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收集客户数据信

息，综合分析客户需求，有效实现获客

活客，风险度量与管控。

在“一专多品”中推进业务产品品

牌化。全面梳理产品条线，聚焦“三农”

发展、中小企业、个体经营和个人消费，

聚力“公司+基地+农户+信贷”发展模

式，通过“果药菌”产业链快贷、龙乡快

贷、创新创业贷款、订单融资、银企合作

等，持续提升普惠信贷嵌入度，增强普

惠金融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导向引领”中推进信贷服务特

色化。根据辖区客户特点和需求，大力

实施厅堂一体化营销策略，按照“一支

行一特色”要求，因地制宜实行“一行一

品”，如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推行票据贴

现业务，对接创业者需求推行创新创业

贷款，对接实体经济需求推行支农支小

贷款，并通过信用共建、集中授信延伸

多元化场景服务。

在“正向激励”中推进营销激励价

值化。探索建立以价值管理为核心的

综合效益考核机制，学习借鉴同业经

验，持续优化考核体系，完善考核结果

运用，通过增户扩面、尽职免责，发挥激

励价值导向。 （赵泽轩刘世杰）

西峡农商银行

深耕“六化”赋能“支农支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