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安徽徽农农商商银银行行系系统统：：

擎擎金金融融之之笔笔谱谱写写服服务务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新新篇篇章章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三农工作重心已转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2021 年以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
称“省联社”）带领全省 83 家农商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立足市场定
位，主动担当作为，在优化支农服务上俯身着墨，在强化融
合创新上坚定落笔，以新举措践行新理念，持续提升农村金
融服务质效，奋力谱写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

截至２０２１ 年 11 月末， 全省农商银行各项贷款余额达
10193.92亿元，较年初增加 1205.79亿元。 同时，各项存款余额
已达 13946.64亿元，较年初增加 1663.47亿元。 贷款规模首超
万亿元、存贷款新增均超千亿元，特别是涉农贷款余额和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5330.87亿元和 6292.08亿元， 充分发
挥了支农支小主力军作用，为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动能。

“党建+金融”探索
为服务乡村振兴夯基筑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省联社结合党建融合发展战略，
把党建引领融入到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以
及实践中去，3 万余安徽农金人众志成城，一批支农、便农、
惠农服务举措相继落地。

战略布局谋远景。上兵伐谋，战略先行。一方面，成立服
务乡村振兴领导组，结合本系统实际，相继研究并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全面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意见、全系统“十四五”规划等重头纲领性文件，为农商
银行做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提供遵循、指明方向；另一面，
积极走访各省直部门及地市党委政府， 相继与省农业农村
厅、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以及滁州、宣城、马鞍山、淮南、六
安等地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全面深化政银合作。 此外，还积极承办了第四届长
三角农村金融座谈会，与苏浙沪农信机构共同签署了《长三
角农信系统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强化同业合作、协
同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打开了一扇
全新的大门。

整村授信开新局。 积极助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将试
点行扩大到 18 家，并在此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整村
授信”，将各行政村打造成一个个“信用共同体”，创新信用
户信贷操作流程，简化操作环节、降低融资成本、优惠贷款
利率，确保每个信用户“随用随贷”，为农户创业致富提供标
准化信贷服务支持。截至 ２０２１ 年 11 月末，18 家党建引领信
用村建设选点地区农商银行向 44.57 万户信用主体授信
310.99 亿元；66 家农商银行与 4093 多个行政村签约， 建档

农户信息 158 万户，授信总额 504 亿元。 同时，主动与地方
政府对接，加快推进“三资”平台建设，打通村级集体资金线
上管理渠道， 全年开立村级集体账户 1.48 万户， 覆盖全省
91%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银村共建话振兴。 推动农商银行系统
各级党组织与基层乡镇、社区、村党组织联
合共建，在淮北、黄山、滁州等地部分农商
银行试点向基层党委政府派驻金融专员，
累计选派了 499 位政治素质较高、 工作能
力较强、 群众基础较好的优秀党员骨干等
到乡镇、村（社区）帮助工作，加强政银对接
和协调， 推动更多金融资源进一步向 “三
农”领域流动。 同时，定点帮扶工作开展以
来，全省农商银行系统坚持党建引领、开展
驻村帮扶、加强双基建设、突出产业带动，
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先后派驻乡村
振兴工作队（含前期扶贫工作队）成员 351
人次， 累计投入资金 6376.85 万元， 帮助
162 个贫困村和 3.62 万贫困人口成功脱
贫。 省联社也连续 4 年在省直机关定点帮
扶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

“特色+普惠”产品体系
为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作为“服务三农、服务县域、服务小微、
服务社区”的坚定实践者，安徽农商银行系
统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依
托省联社“产品工厂”，打造“特色+普惠”的
信贷产品体系， 探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整
体解决方案， 持续为乡村各类经营主体注
入“源头活水”。

创新特色产品。 一方面，依托大数据
技术 ，在 “金农信 e 贷 ”的基础上 ，接连推

出“金农商 e 贷”“金农企 e 贷”“金农农 e 贷”等专属数字
化信贷产品 ，让数据成为新 “农资 ”、手机成为新 “农具 ”、
创业致富成为新 “农活 ”，进一步满足乡村振兴各类主体
的个性化金融需求。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11 月末，“金农 e 贷”系
列产品授信客户数达 203.87 万户 、 贷款余额 2132.53 亿
元 ；另一方面 ，稳步试点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林权等抵押
贷款业务，努力拓宽农村融资渠道，提高涉农客户获贷便
捷度。 目前已在 23 家农商银行试点发放各类权益类质押
贷款超 40 亿元，农村沉睡资产资源被逐步激活。

打造普惠矩阵。 坚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放松”，扎实
做好过渡期各类扶贫、脱贫贷款投放、展期、续贷工作，强化
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11
月末，全系统各类扶贫贷款余额 183.19 亿元,其中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 71.69 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89%，累计助力 81.1 万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主动加
强与政府部门、涉农机构以及农业组织的沟通协调，推出了
“劝耕贷”“复垦贷”“拥军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 等 28
款乡村振兴专属产品， 形成了契合乡村特点、 深受百姓欢
迎、覆盖广泛的安徽农金普惠信贷产品矩阵。

探索绿色信贷。 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积
极支持乡村绿色产业和项目， 探寻绿色金融发展的新路径、
新模式，用金融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在亳州试点“金农信 e
链”信贷产品，围绕涉农产业龙头企业，建立产业链条上下游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库”，针对性提供融资服务，支持
产业链主体留在本地，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促进
农业产业链融合发展。 支持宣城、黄山开展绿色金融发展试
点，在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中积累绿色金融发展经
验，支持我省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两廊两屏一区”和新安
江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建设。 今年以来，全系统生态建设和绿
色产业类贷款余额 186.9 亿元。

“线上+线下”融合
让贴心服务走进田间地头

近年来，依托金融科技应用推广，省联社以持续布点
为犁、以平台建设为锨，深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构建了农
商银行系统“线上+线下”一体的特色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
系，努力将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真正送到村头巷尾、田间
地头。

“一站式”服务走进乡村。 全省农商银行系统拥有遍布
城乡的 3000 多营业网点，与乡村振兴一线金融服务需求紧
密相接。 作为网点的延伸，以电子机具为依托，在全省行政
村打造集“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便民服务、金融
扶贫”为一体的“金农信 e 家”综合金融服务室，建设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一站式金融便利店”，直接将便民服务送到乡
村、送到农户家门口。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11 月末，全系统累计建
设“金农信 e 家”5033 个、投放 ATM 自助设备 6300 台、智
能 POS 设备 7.89 万台，覆盖了全省所有乡镇、行政村。

“零接触”服务持续提升。 随着省内农村客户金融消费
行为开始全面向移动端转移， 手机银行已经成为农商银行
业务触达客户的主渠道之一。 目前，全系统手机银行客户数
已经超过 1700 万户，占到全省总人口近四分之一。 依托手
机银行客户端，相继推出了免费电商平台“社区 e 银行”，吸
引了超 800 万客户注册，开创了“银行+商圈+电商”服务模
式；打造了集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银联支付以及本行支
付于一体的聚合支付产品“金农信 e 付”，吸引省内 150 多
万商户加盟，让客户“一机在手，支付不愁”。

“农金云”服务迅速普及。 一方面，“云缴费”服务功能覆
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感停车”“乘车码”等正在开发，
为城乡客户生活带去便利；“云收单” 签约商户 7072 户，目
前已涵盖超过 16 个行业类型，商户结算账本正在变得越来
越清晰简单。 另一方面，“金农云数”及“金农云享”平台已在
全省农商银行全面推广，“金农云智”“金农云策” 平台已在
部分农商银行成功试点，“金融+大数据”的“农金云”在更多
场景的应用，将给城乡金融生活品质带来明显提升。

眼前的成绩并非终点，而是新征程、新奋斗的起点。 下
一步，省联社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带领全省农商银行始终秉持知农
爱农的初心，牢记强农兴农的使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优化支农支小服务为宗旨， 以服务乡村振兴为主线，扎
实推进差异化经营、特色化服务，为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
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凤阳农商银行小岗乡村振兴支行员工来到小岗村上李
队村民家中，为村民激活电子银行社保卡业务。 该支行对小
岗村 780 户农户授信总额 4832 万元，已用信 827 万元。

歙县农商银行北岸支行“金融村官”为正在田地干
活的农民宣传讲解该行支持“三农”服务政策。 目前，歙
县“金融村官”队伍已由 2019 年的 96 名增加至 114 名。

为盘活农村闲置财产，提高农户财产收益，该行创新
推出宅基地流转使用权抵押贷款“宅抵贷”。 图为绩溪农
商银行发放 50 万元“宅抵贷”给安徽某酒店有限公司。

黄山屯溪农商银行第四党支部与黄山市屯溪区
奕棋镇占川村党支部联合开展 “创新基层党建共建，
合力助推乡村振兴”助农采菊活动，农商银行员工帮
助占川村农户采摘菊花。

金寨农商银行流动银行金融服务车为当地居民提供
家门口的便捷金融服务。 蒙城农商银行三义支行向三义镇曹庙村经济合作社

授信 30 万元， 成为该县金融机构授信的第一笔信用村村
集体经济组织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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