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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行打造乡村振兴“金融引擎”
今年以来，霍山农商银行紧跟政

策导向，主动担当作为，谋划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优质高效
的金融服务和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
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新
动能。

坚持创新，以“产品定制”护
航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 为了满足各产业的多层次、多
元化的金融需求， 突出靶向精准支
持，霍山农商银行充分发挥渠道和人
员优势，积极策应政府“十四五”及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对县域类各产业进
行了深度调研，掌握其资金和结算需
求，并根据产业特色，先后量身打造
了 “特色农产品贷”“文旅贷”“金农·
农家乐贷”“金砂贷”“乡村振兴贷”等
一系列产业扶持定制产品。 该行主动
拓宽信贷获客渠道，着力提升农村金
融服务质效，积极为产业振兴提供充
足的资金需求，助力打造霍山县多产
业齐头并进的发展新格局。 据统计，
至 2021 年 3 月末， 该行累计投放各

类特色产业贷款共 15.9 亿元，占各类
贷款投放占比达 25.78%。

转型零售，以“做小做散”滴
灌实体经济

打造“零售银行”，就是要不断下
沉服务重心，以客户为中心，推进营
销阵地前移。 该行大力依托点多面
广、机动灵活、决策链短的体制机制
优势，以省联社推广的“金农信 e 贷”
“金农商 e 贷”“金农企 e 贷” 以及自
身创新开发的特色定制产品为 “拳
头”，坚持“做小、做精、做散”，以走村
串户、进村入园、扫楼扫街等网格化
营销方式深耕县域市场，突出对农村
中小经济主体的资金扶持，从简单满
足客户需求向主动引导、深度挖掘客
户需求转变， 着力简化信贷流程，主
动降低贷款利率， 不断实现精准营
销、交叉营销，全方位、立体化满足农
村市场“短、小、频、快”的信贷需求。
此外，为了突出对返乡创业人员的资
金支持，推动“保就业”“稳就业”政策
落地，该行依托政策武器，大力投放
“支农支小再贷款”“创业贷” 等政策

性贷款， 持续加大对农村创业就业、
基础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 补足金融短板。 至 2021 年 3 月
末，该行零售业务主导产品“金农信 e
贷”授信余额 4.8 亿元，用信余额 1.85
亿元；“创业贷”余额 3.73 亿元，支农
支小再贷款余额 5.83 亿元。

党建引领，以“整村授信”驱
动融合发展

该行积极对接县委组织部、地方
政府和村两委， 将党建融合发展与
“整村授信”有机融合，率先在全县开
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创建。 2020 年，通
过深入调研分析和周密前期筹备，该
行选取了该县中药材集中产区太平
畈乡耿家坊村开展试点，在村部挂牌
党建引领信用村金融服务室，成立工
作专班长期驻扎该村，通过一年的创
建， 工作专班对该村 429 户 1697 人
进行了信息采集和信用评定，经过联
合验收，成功完成了对试点村的“党
建引领信用村”授牌。 至 2020 年末，
已累计对该村授信 2790 万元。

2021 年初， 该行在全辖确定了

21 个行政村开展全面创建， 由点及
面， 充分发挥党建融合发展的聚合
力。 目前，该行已完成全面推进党建
引领信用村创建的顶层设计和机构
搭建， 计划于 2021 年 9 月底前全面
完成创建挂牌，于年底前完成全部信
用村的“整村授信”。

移动金融，以“线上银行”拓
宽服务半径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发
展移动金融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
智能化成为新经济金融形势下提升
金融服务适配性的主流方向。 近年
来，依托省联社移动金融平台建设，
霍山农商银行坚持把提升金融服务
质效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入推
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进一步织密
金融服务网络，初步构建了 32 个物
理网点、59 个金农信 e 家、90 台自助
设备相互交织的金融服务网。 同时，
在全辖范围内大力推广移动支付 、
线上信贷等移动金融产品， 移动金
融的普及性、替代性不断提升，为百
姓提供便利性、 快捷性的普惠金融

属性得到充分发挥， 从而在技术上
进一步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 ”问题 。
2020 年末， 该行电子银行业务的交
易替代率达到 96.18%， 对业务的贡
献度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仅手机银
行绑定存款就同比增长 10.53 亿元，
增幅达 41.88%。

此外， 该行还围绕居民在医疗、
就学、消费等方面的应用场景，积极
与医院、超市、学校等外部伙伴和渠
道对接合作 ， 做好消费场景建设 。
2020 年，该行与县医院、县中医院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启动“银医通”场
景建设，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全县 30
余万居民就医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便利。 2021 年，该行还将进一步与县
域内大型商超、 学校等外部平台对
接，探索开放化门户场景建设，丰富
开放式金融服务入口， 打造电子商
务、居民生活、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
移动金融生态圈，在为县域居民提供
生活、工作、消费便利的同时，通过场
景应用进一步挖掘客户资源，提升营
销的精细化水平。

刘俊

手机号转账方便客户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通讯员 卢世哲

“输入手机号就能直接转账了，
真的方便太多！ 我开通后方便了我
的合作方，我的收款方开通了，我也
更便捷！ ”近日，听说合肥科技农商
行上线了“手机号码支付”，合肥市
高新区某科技公司负责人王老板感
慨道，过去每次银行转账，最担心的
就是忘记对方的银行卡号， 转账前
还要将一大串卡号反复确认。 自从
在农商银行开通了“手机号码支付”
业务， 仅需使用输入收款人手机号
即可完成实时转账，方便、快捷又安
全。

近日，记者从省联社获悉，为推
动支付清算系统新功能的广泛使
用， 提升我省农商银行系统的金融
服务水平，我省农商银行开通了“手
机号码支付”功能，安徽农金客户只
需通过手机银行将本人预留手机号
与常用银行卡号关联绑定， 在后续
的转账过程中即可用手机号要素代
替账号要素， 方便快捷完成支付转
账。

“‘手机号码支付’是人民银行
为进一步提升跨行支付服务水平，

便利客户支付体验， 依托网上支付
跨行清算系统推出的一项新业务。 ”
省联社电子银行部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客户开通“手机号码支付”业务，
需要通过开户银行将手机号与常用
银行账号进行绑定注册， 实现在不
输入账号的情况下， 通过输入手机
号自动关联银行账号进行跨行支付
转账。

“像王老板做生意需要经常转
账和收款，他自己开通了‘手机号码
支付’， 对方只要输入他的手机号，
就能轻松支付。 他的收款方也开通
后，王老板输入对方手机号，就能自
动关联对方银行账号完成转账。 ”该
工作人员表示，“手机号码支付”拥
有便捷、直达、灵活、可靠等优势。

开通“手机号码支付”，自己可
以只提供手机号码， 对方就可以向
自己跨行汇款； 且资金实时计入银
行账户，无需提现和支付提现费。 同
时，“手机号码支付”依靠的“超级网
银”系统为全年 7*24 小时不间断运
行， 节假日无休， 用户可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实现随时操作、即时转
账。 此外，该业务是由央行与商业银
行联合为社会公众提供支付清算服
务，是更加安全可靠的支付方式。

“安徽农金客户可携带本人身
份证、 银行卡至当地农商银行的任
一网点办理， 也可以自己通过安徽
农金个人网银专业版申请。 ”一家农
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自己
开通“手机号码支付”并不难。 先登
录安徽农金个人网银专业版， 点击
“功能申请”-“手机号支付管理”，若
尚未将安徽农金账户与手机号绑定
注册，系统会提示“您尚未注册手机
号”。 接着点击“注册”按钮，输入手
机号和绑定账户，设置账户属性，并
同意 《安徽农金跨行手机号支付用
户服务协议》，点击提交进入注册信
息确认页。 最后输入短信验证码，确
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按钮，通
过 UKEY 验证后即可完成注册。

记者了解到 ，关于 “手机号码
支付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只能注
册一个手机号码，且该手机号码只
可以和一个安徽农金 I 类银行借记
卡账户或社保卡账户（I 类/II 类）注
册绑定；注册的手机号必须是短信
通主手机号，绑定的银行账户开户
6 个月以上且发生过实际交易 ；账
户属性分为默认账户和非默认账
户，默认账户是设置的优先收款账
户。

定远行三举措助力春耕备耕
“有了这笔资金，我就可以去买

苗了， 这七上八下的心也可以踏实
了。 ”近日，定远农商银行早庙分理
处的客户经理为服务区内的农户孙
某办理了一笔授信 30 万元的“金农
商 e 贷”，线上操作，随用随贷，极为
方便。

当前正值农业春耕备耕的关键
时期，定远农商银行深耕“三农”土
壤，充分发挥支农金融主力军作用，
不断优化服务方案， 备足春耕备播
资金，倾心支持春耕生产，切实解决
农民春耕资金、服务需求。

精准走访调研，了解“春耕农情”

为帮助农户、农业企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解决春耕
备耕需求难题， 定远农商银行以开
展“百行进万企”“千名行长进万企”
“金融服务家家到”“客户回访”“四
送一服”等活动为契机，组织客户经
理对服务区内的涉农客户开展扎实
走访，精准对接，全面了解春耕生产

形势和资金需求情况， 最大程度满
足“三农”春耕备耕期间的金融服务
要求， 保证春耕备耕生产资金及时
到位。

优化信贷流程，解决“春耕农需”

结合农户春耕备耕资金需求
短、频、急的季节性特点，定远农商
银行积极优化金融服务， 调整信贷
结构，突出信贷投向，进一步加大信
贷资金向“三农”领域的倾斜力度，
优先支持科技兴农和农业产业化项
目，优先支持化肥、农药、种子、农机
具等农业生产工具投入， 优先支持
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让
更多、更快、更优质的“金融活水”注
入春耕备耕。 同时，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 不断优化办贷流
程，简化办贷手续，加快贷款调查、
审查、审批速度，实现能贷尽贷、能
贷快贷。 对符合条件急需资金的农
户， 由客户经理指导其进行线上办
贷、自助放款，确保支农资金高效、

安全运作。

强化金融服务，不误“春耕农时”

充分发挥人缘、 地缘、 亲缘优
势， 通过开展线上线下金融知识宣
传、客户经理上门走访等方式，加大
对本行信贷政策、 信贷产品的宣传
力度， 让广大农户充分了解支农贷
款政策和具体经办事项。 开通春耕
备耕绿色信贷通道，推广“一站式”
服务，积极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
办结服务承诺制” 和 “一次性告知
制”。 同时，大力营销手机银行等电
银业务，为农户提供 7*24 小时全天
候快捷金融服务。全行累计设立 119
个业务办理专柜、87 个农村便民服
务站， 有力地确保了春耕资金和惠
农政策真正落地。

截至 3 月末， 定远农商银行当
年累计投放支持春耕备耕资金 3722
笔、2361 户，金额 19757 万元。

方菊霞

老人霉损钱币换新了
“岁数大了攒点钱不容易，要不

是你们这么细致耐心的服务，我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 ”近日，拿着崭新的
钱币，郑奶奶激动不已。

家住舒城县山七镇谢塝村的郑
奶奶今年快 80 岁了，由于腿脚不方
便，子女逢年过节给的零花钱没有
存银行 ，而是藏在了家里面的一处
墙头。 最近郑奶奶急需钱购药 ，却
发现藏在墙头的现金早已发霉破
损，无法使用。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郑奶奶带着一包残损币来到了舒城
农商银行山七支行 ，希望能挽回一
点损失。

由于破损发霉现象严重，该笔钱
币无法通过验钞机识别，只能凭借手
工清分数量和鉴定真伪，操作难度非
常大。 该行工作人员立即与县人行
联系，确定兑换方案后将残损币逐张
揭开、摊平、晾干，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对残币兑换要求，历时 2 个多小时的
清点、整理、装袋、签章及密封处理，
为客户全额兑换被烧损毁的纸币
2500 元。 其间，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
的方式向郑奶奶耐心讲解如何保管
人民币、残损币兑换标准等常识。 拿
到全额兑换的现金后，郑奶奶向支行
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王蕊

近日 ，濉
溪农商银行突

击检查员工工

作 日 饮 酒 情

况， 旨在增强
全员的规矩意

识 和 风 险 意

识。
肖华兰 摄

4 月 7
日， 在庐江县
柯坦镇城池村

百亩大棚产业

园内， 员工正
在管理豇豆藤

蔓。年初，该产
业园在庐江农

商银行贷款支

持下， 增设了
套 棚 保 暖 措

施， 保证了蔬
菜安全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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