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同舟“四周年” 金融花开“五高地”

农行合肥分行自 2017 年 9 月更名以来，以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利用横跨城乡、网点最多、
网络覆盖最广、业务功能齐全等优势，主动对接“大湖名城”，全力服务“创新高地”，在合肥市如火如荼的
“五高地一示范”建设上，让金融之花扎根沃土、尽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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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走在前列

2017 年 9 月 27 日，合肥农
行由营业部更名为省会城市同
名分行，开同业之先河。 但更名
只是换装，必须从回归本源、专
注主业等方面脱胎换骨、 凤凰
涅槃。 为顺应合肥扩市增容、提
速发展的新形势， 根据合肥行
政区划和经济区域， 该行陆续
将 35 家支行精简整合为 11 家
支行，现有 6 家城区一级支行、5
家县域支行与全市县（区）及 3
大国家级开发区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对应关系， 使金融触角更
加敏锐、金融意识更加主动、金
融需求更加精准、 金融服务更
加高效。 特别是 2020 年以来，
“腾笼换鸟”“改头换面”“转型
换芯”“智能换人” 四项改革初
显成效。 通过“腾笼换鸟”，将庐
江县、肥西县、庐阳区、蜀山区 4
家支行升格为处级支行， 新设
个贷中心、分期中心、财富管理
中心等 7 个团队， 对柜面工作
满期的全日制研究生及知名院
校本科生优先转岗， 使员工队
伍结构持续优化。 通过“改头换
面”，注重把牌照资源布局到城
乡结合部等经济活跃区域 ，全
行营业网点总数达 103 个，成功

创建中国银行业协会文明规范
服务 1 个“百佳”和 1 个“千佳”
网点。 通过“转型换芯”，实施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 在全省农行
率先上线智慧校园、智慧食堂、
诚意金、智慧商圈、无感加油等
场景项目。 为安徽省财政厅、人
行合肥中支、 省市联通公司量
身打造了“智慧食堂 ”，为南门
小学森林城校区、168 新桥校区
等上线了智慧校园项目。 通过
“智能换人”，提升科技赋能，历
时 5 个多月， 在全省农行率先
开发“凌云”营销管理系统，打
通“数据孤岛 ”，做到内部数据
智能化、外部数据多样化、日常
报表自动化、经营分析全面化，
有效释放了人力资源。

支持实体干在实处

合肥农行以服务“双循环”
发展格局和“六稳”“六保”为主
线， 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机遇，依托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位优势，
服务合肥 “全国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战略，围绕“芯屏汽合”
“集终生智 ” 现代科技产业体
系，积极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综合运用债券、信托、租赁、基
金等融资工具， 为企业提供直

接融资，助力制造业加快发展。
对“中国制造 2025”落地安徽的
重点客户， 全面对接、 大力支
持，与睿力集成电路、维信诺柔
性显示、晶合晶圆制造、蔚来汽
车、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 欧菲
光、神州数码、彩虹液晶、中国
声谷等“芯屏汽合”为代表的先
进制造产业集群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4 年来累计发放制造
业贷款 232.69 亿元， 其中战略
新兴产业贷款 154.71 亿元 ，向
合肥维信诺等一批重点企业 、
重大项目提供融资 149 亿元，以
实际行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健
康发展。 为支持全市基础设施
建设， 合肥农行将信贷资金重
点投向交通运输、环境治理、基
础设施等领域的头部企业，4 年
来累计向省投集团投放贷款
22.26 亿元， 向省交控集团投放
贷款 85.2 亿元，向京福铁路、合
枞高速、 轨道交通等发放项目
贷款 74.5 亿元。 为与城市建设
步伐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合肥
农行积极支持省级、市级、国家
级园区、县（区）级、省级园区五
大类平台企业，4 年来累计向合
肥市建设投资集团、 合肥市产
业投资集团、 合肥海恒投资集
团、 巢湖市城镇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庐江县美江建设有限公

司、 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等平
台企业提供融资 34.26 亿元。 4
年来， 该行累计投放法人贷款
1114.74 亿元， 发挥了农业银行
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展现了国
有银行的责任担当。

三农普惠贵在真诚

金融服务“三农”是农业银
行的重要使命。虽然合肥市没有
国定省定贫困县和深度贫困县，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不多，但合
肥分行党委自觉提高政治站位，
紧扣新时代“三农”发展和县域
市场竞争趋势，加大重点领域支
持力度，加快服务模式和金融产
品创新，在全力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的基础上，主动对接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对标对表制定《合
肥分行乡村振兴重点推进计
划》，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三农、真
抓实干，打通了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 4 年来，由 11 家支行组
成脱贫攻坚小分队， 走村串巷，
已对接全市 1382 个行政村，农
户信息建档户数 3.98 万户；共
审批县域“三农”贷款 41 笔、金
额达 138 亿元，累计新增涉农贷
款 128 亿元、新增普惠性涉农小
微企业贷款 9.81 亿元、 普惠性

农户贷款 6.6 亿元，累计发放农
担通 940 笔、金额 3.87 亿元；投
放生猪饲养农户贷款 4455.8 万
元。 合肥市小微企业数量众多，
市场空间较大。 为落实普惠金
融， 合肥农行加强银政合作，依
照安徽省科技局和合肥市中小
企业局等政府机构提供的合肥
市优质小微企业名单，逐一进行
对接，通过银企对接会、走进园
区等方式，积极宣传小微企业产
品，并充分利用普惠线上线下产
品，加大对金担通、税融通、科创
贷、劝耕贷等小微特色产品的推
广力度，有效缓解了部分小微企
业轻资产、无抵押、融资难、融资
贵等现实难题。 4 年来，累计投
放 “纳税 e 贷”9937 笔、33.26 亿
元，“抵押 e 贷”4539 笔、50.5 亿
元。 截至发稿日，合肥农行银保
监会口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
额 53.81 亿元 ， 较年初增加
25.88 亿元 ， 同比多增 8.96 亿
元，增速 92.65%，高于该行各项
贷款增速 76.05 个百分点，全面
完成银保监会“两增两控”监管
要求。

服务大局志在高远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合肥农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千方百计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想方设法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全力以赴保民
生、稳社会、夺损失。 截至 2020
年末，累计发放防疫抗疫优惠贷
款 105户、金额 4.86亿元。 特别
是在防汛期间， 在 11 个网点遭
受洪灾被迫临时停业的情况下，
合肥农行克服种种困难， 按照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重
点支持受灾地区恢复重建，累计
为巢湖市、肥西县、肥东县发放
水灾贷款 5 亿元。 同时，该行高
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持
续关注“稳岗就业”，把扩大就业
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下大气力创造公平就业环境，多
渠道扩大就业。 4年来累计新招
聘 400多名大学生入行。为提升
省会城市行首位度和贡献度，扩
大知名度和美誉度，合肥农行敢
于先行先试、创新创造。 在产品
创新上， 制定专属金融服务方
案，创新支持京港高铁合肥至安
庆段项目建设，成功落地全国农
行系统内首笔 “铁路拆迁贷 ”
4.06 亿元。 经过一年多持续攻
关，全国农行系统首单蔚来汽车
分期业务顺利在合肥农行落地。
与合肥市蜀山区政府签约“科创
贷”业务，成功投放全省农行首
笔 “科创贷”。 在服务创新上，
2020 年率先在中国（安徽）自由
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设立支行，
并成功打造安徽省金融系统首
家 5G全覆盖网点。 通过境内外
联动， 为自贸区企业行业性、系
统性业务提供供应链融资、跨境
资金池、涉外担保和衍生交易等
方式多样、产品丰富的全球化金
融服务。自主研发全国农行首个
小额高频场景———智慧农贸项
目，形成辐射周边的掌银应用新
平台。 4 年来，先后精选 8 名干
部赴国家级园区挂职，为地方经
济跨越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