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农金改革 坚持为农服务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三大合作组织之

一，成立于五十年代初，其基本宗旨是通过
社员入股、开展民主管理，为社员提供金融
服务。 七十年过去了，农信社在各个不同
的发展时期为助力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
民脱贫致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农信社经历过曲折发展的过程。 开办
之初，社员入股金额虽每股只有 2 元或更
少，但信用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广泛筹
集资金 ，为广大社员提供存 、贷 、结算服
务，行使民间借贷作用，抑制高利贷，发展
生产和流通，成为不可或缺的农村合作金
融组织。 但农信社发展之路是坎坷不平
的。 自建立至今，管理体制多次变革，有成
功经验，也有过挫折。 如在建社初期曾一
度将信用社交给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管

理， 信用社变成了政府的出纳和 “钱袋
子”， 信贷与财政资金混淆， 信贷功能弱
化，背离了办社宗旨，走过一段弯路。 后
来，极“左”思潮泛滥，农村一家一户的经
营方式和传统手工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
巴”而受到取缔和批判，农信社贷款投放
畏首畏尾，对个体经营和传统技艺不敢予
以支持，普遍存在重农弃商、支农不支副、
重集体轻个体的现象，农信社服务功能受
限，业务萎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以后，在农村改革大潮和思想解放运动的
推动之下， 农信社如沐春风， 逐步打破
“左”的思想束缚，焕发出生机活力。 随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信社
为“三农”服务方向更加明确，服务对象得
以拓展，业务范围逐步扩大，成为新形势
下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

纽带。
自 1979 年初我调入农信社，先后在乡

镇信用社和县联社工作 30 余年，有幸见证
和参与了农信社的多次体制改革进程和发

展阶段。
现在回想起来， 我感受最深的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农信社在风起云涌
的农村改革中开启了蓬勃发展和不断进取

的历程。
1981 年，广大农村在“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的体制框架下，全面实行以包产到户
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信用社将
原生产队结欠农行、 信用社贷款逐户分摊
落实债务就成为当时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我所在的潜山王河信用社在乡村领导的支

持配合下，到 1982 年分摊落实债务任务基
本完成。 业务到户后， 业务量呈数十倍扩
大， 信用社与农户工商户建立了广泛的业
务联系。储蓄存款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农信社历来将其视为第一业务而常抓不

懈。 一方面通过网点建设、开展代发工资、
代发涉农补贴资金、代收学费等中间业务，
推行规范化服务、加大宣传力度等措施，吸
引客户开户存款； 另一方面做到 “欲取先
与”，实施全面授信，以贷促存，预约吸存，
使存款总量年年攀升。 1986 年，王河信用
社组织资金工作经验曾在省农行大会交

流。
在贷款投放上，以小额信贷为主，以信

用贷款为主。 实行“一户一账”、上门服务，
使广大守信农民都能及时得到贷款支持。
在投向上切合实际、突出重点，在支持粮食
生产的同时，积极发挥家庭手工业的优势，
重点支持以舒席产销为主的商品生产和流

通。 王河是闻名遐迩的舒席产区， 历史上
舒席曾出口东南亚各国。 在八十年代舒席
产销两旺之时， 信用社坚持以三分之二以

上的贷款用于支持舒席原料的集中采购和

产品运销， 促使舒席货畅其流， 形成产业
链。 1985 年初，为解决乡镇舒席企业在发
展中的资金需求， 力避多头开户， 盲目竞
争，经我社主导和农行支持之下，实行“行
社协议，共同贷款”的改革举措，信用社与
农行、企业三家共签协议，确定限额共同贷
款，企业在社开户，资金统一管理，从而促
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 对此，省、市农行曾
作为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措施进行推广。 由
于对舒席产业信贷支持卓有成效，1985 年
春，我代表信用社出席安庆行署召开的“商
品流通经验交流大会”，在大会作题为“支
持舒席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的交流发言，
同年省政府授予该社 “扶贫先进单位”称
号；1986 年该社实现盈利居全县农信社之
首，获农行安庆中支“创最佳经济效益奖”，
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改变。经多年努力，该社
存贷款规模、自有资金得到较快增长，社会
效益和自身效益实现“双赢”，开创了工作
新局面。

这些平凡工作中的点滴经历， 只是农
村改革大潮激起的一朵浪花， 是农信社广
大干部职工秉持初心为民服务的缩影和真

实写照。 虽过去四十余年， 却依然清晰如
昨，令我永远难忘。 经历了 40 年风雨历程
的农金改革深刻启示着我们， 唯有以农为
本，为农服务的初心不变，农村商业银行才
能在农村改革中把定方向， 才能在乡村振
兴和美好乡村建设中发展作为， 绽放出更
加绚丽多彩的明天。

潜山农商银行 郑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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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传 承
竹栅栏被一场大雨冲洗得一

丝不染，竹子在岁月的洗礼下变得
暗哑，一排排的竹子整整齐齐地围
成了一个院子，在院子中间有石砖
砌成的领奖台，领奖台上屹然竖立
着五星红旗，斑驳的墙面都是用麦
秆混合着泥搭建起的土房 。 这是
1968 年东高庄的村党支部。在百姓
的心目中这就是党组织， 是依靠，
是带领大家在贫苦年代寻找希望

的所在。
那年我爷爷在城里求学， 名额

也是村里面党支部推荐的，因为村
里只有爷爷上过学识得字，所以只
身一人去了阜阳医专学习临床，在
学习中不幸感染肺结核，身体虚弱
休学在家养病。 家里抚养五个孩子
的重任就落在奶奶的肩上，奶奶也
白里夜里干活挣工分， 下农地、搞
纺织，男人活女人活都自己一个人
干完，尽管这样五个孩子也常常食

不果腹、衣不裹体。 在村里的党支
部会议上，大家讨论新成立的小学
招收民办教师的事宜，村委会书记
提议我爷爷去当老师，说我爷爷在
外上过学 ，有基础 ，何况我奶奶一
个人拖家带口带着五个孩子家庭

困难， 如果这个时候不帮一把，这
个家庭长此以往就跨了 。 书记提
议 ，大家也都同意 ，其实这次的民
办教师的提名中有两个备选人，一
个是我爷爷，另一个就是村书记的
家属。 村书记的家属也是上过学有
文化的，但是村书记并没人任人唯
亲 ，而是从大局出发 ，从村里的发
展出发，村委会的帮助和村书记大
公无私的精神，对我们这个家庭的
影响是深远的。

爷爷从此就当上了一名人民教

师， 一生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的工
作。在党的政策帮助下，乡村学校整
合， 爷爷也从一名民办教师转成公

办教师。爷爷在他成长的地方，教育
着这一片土地的孩子们， 现在每当
爷爷弯着老腰在街上散步时， 乡里
十里八街的人也有人喊；“高老师出
来走走了。 ”现在村里召开党支部会
议都会邀请爷爷去参加， 村里的党
支部委员中也有好多爷爷的学生，
爷爷也乐此不疲地去， 尽管也听不
见啦， 可能在他的意识中这也代表
党的召唤吧。

爷爷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陪伴他常年不变的就是那枚锈迹斑

斑的党员徽章， 可是爷爷依然没舍
得丢，到哪儿都别在整洁的衣服上。
爷爷对他们孩子的影响也是深远

的，爸爸、叔叔和姑姑也早早加入工
作时就积极入党。 爸爸也成为了一
名人民教师， 后来成为学校的党组
成员，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里，在学校
每年的党员会议上， 我每年都能看
到爸爸带着他的同志们宣誓：“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爸爸的学
校也日新月异的发展， 从一排排的
平房到一幢幢的楼房， 爸爸学校的
教研成果在颍东区也一直名列前

茅。 为突破谋求新发展经过党委会
研究他们去湖北黄冈、 河北衡水去
调研学习， 吸取优秀的经验为学校
的发展提供助力， 转眼间爸爸也快
退休了 ， 可是党的传承在依然在
……

我成长在新时代 ， 徜徉在春
风里 。 懂事之际唱着 ： “你可知
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
太久了 ，母亲……”高考拼搏时全
校组织见证着神舟五号航天飞船

顺利起航 ， 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
天梦想 。 大学时全家坐在一起观
看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当
李宁点燃火炬的那一刻 ， 全世界
的目光投向中国这里 ， 民族的自
豪感油然而生。 在 2012 年我也光

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 我感觉
是党散发着光辉照耀着我 ， 也召
唤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想靠近 ，想
成为一名党员。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光荣，当
一名共产党员后才发现是责任。 扶
贫、抗洪、抗疫，共产党员都奔赴在
第一线，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过年的
时候我和爸爸爷爷再走过 1968 年
东高庄的村支部的原址， 现在已经
是庄严肃穆村委会， 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红色文化在宣传栏里宣扬，我
明白了这是一代代人的精神丰碑，
是这片土地共产党员的人生指引。
在共产党人的人生道路上， 我也会
一步一个脚印，散发着光和热，把红
色传承下去， 也许几十年后的蓦然
回首，那时我也会为自己骄傲，为自
己是共产党员骄傲。
颍东农商银行科技支行 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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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4×30.5） 100000

半版（24×16.5） 40000

通栏（24×8） 20000

栏花广告 150元/cm2

二至十五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3×34） 25000（彩）
20000（套红）

半版（23×16.5） 15000（彩）
12000（套红）

通栏（23×8） 8000（彩）
6000（套红）

栏花广告 50元/cm2(彩)
30元/cm2(套红)

封底（彩色）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4×33.5） 40000

半版（24×16.5） 20000

通栏（24×8） 10000

整条 3.5×36 1200

2021年
广告价格表

头版（彩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周刊报眼

中缝

规格

（宽×高）cm

10×3.5

价格

（元）

2000

广告热线：0551-

6517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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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追梦人
我是一名“90 后”，机缘巧合中进入了宣城皖

南农商银行工作，成为一名综合柜员，带着期盼，
带着激动，也带着忐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入职到现在不过十个多月，但我真切感受到：在
党的领导下，皖南农商银行发展之路越走越稳，大
步向前，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二月，一份调令，我踏入了向阳支行的大门，
我预料到自己能在这里提升技能、收获友情，但更
令我惊喜的是， 我在这里不仅收获了精神上的洗
礼，也寻找到了职业的目标，明确了人生价值，是
他们帮助我成长，帮助我提升党性修养，也是他们
让我坚定理想信念。

“做事高效，雷厉风行”是我最初在心中对他
的评价。 他总能在三言两语中布置好各项工作，
有着极高的行动力，他总在不停地忙碌，学习新文
件，交流近期工作，在大堂中帮助疏导客户，或是
在各个乡村中奔走， 似乎永远都感觉不到疲惫
……我常常在心里想，他是不怕累的“工作机器”
吗？ 怎么会有人每天都这么有活力呢？ 直到某天，
我跟着他一起上班，在路上，我们一起闲聊，我实
在没忍住开口问了他一句， 您觉得辛苦吗？ 他看
了我一眼继而又低头笑着说：“你觉得我们这行有
不辛苦的人吗？ 偶尔我也会觉得疲惫想要停下来
歇一会， 但是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没干完一样心里
老不踏实……” 听完我悄悄地在心里对他竖起大
拇指，敬佩之心油然升起。 而他，就是我们的徐行
长，一名共产党员，也是我们党支部书记。 在他的
带领与熏陶下， 我从一开始的只知道被动地完成
分配好的工作，到现在学会“眼里有事”，时刻想着
还有什么事可以提前做好， 努力提高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

“热情开朗，善解人意”是我对她的印象。 永
远充满活力充满热情，永远心怀工作，永远冲在前
面，她的笑容总是能打动我，好像在她眼中就没有
什么困难不能解决。 她是我们的定心丸， 遇到麻
烦总会第一个想到她，遇到烦心事也是找她开导，
遇到开心事也想与她分享，我们办公室里的“大红
人”，她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口中，好像缺少
了她，我们就没办法正常运转似的。 一个周末，她
本该在家里享受假期，趁着春光明媚，和家人一起
出门踏青。 我们刚刚忙完早高峰，转头间，我看到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大门外走进来，“又来加班
呀？ ”“是呀，还有工作计划和报表没有完成。 ”这
几句话仿佛已经成为我们之间很默契的问候了，
然后我们便进入了各自的工作状态。 她就是我们
可爱的汪会计。

我们的大家庭里还有风趣幽默的翟副行长，
是我们紧张工作气氛中的润滑油， 有他在的地方
都充满欢乐。 从社保卡激活，到扶贫贷款发放，再
到数据治理、不规范账户清理、批量激活新农保久
悬账户等，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去
完成向阳支行各项工作任务。 正是因为党员同志
们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协作，才带领了向阳
支行发展向前，走稳、走好每一步。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着无尽闪光点， 大家都在平凡的岗位中做着
不平凡的事，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这不正是我
们新一代党员同志所要学习的品质吗？

老一辈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用生命和鲜血保
卫和建设的祖国，正以生机勃勃的姿态绵延不息。
星星之火， 铸就大国力量， 作为一名基层综合柜
员，我愿传承这百年薪火，坚守初心、不忘使命，为
践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宣城皖南农商银行 李梦圆

惟进步不止步
遥想十二年前，我怀着一份忐忑的心

情参加了天长农商行的招聘考试，有幸录
取后，又怀着一份茫然的心情参加了工作。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在对
自己前途的看待上， 常常没有那么乐观。
不是我们不学无术不敢面对，而是社会的
竞争总是那么的残酷。 有时候你拼尽全力
想要争取的东西，可能别人动动嘴就能拥
有。 原本我就是带着这种卑微的想法来到
了天长农商行，放下了行囊，投入进工作，
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慢慢接受，慢慢成长。

我不是完人，工作中也会犯错，也会面
对困难想要退缩。 我可能没有董存瑞顶炸
药包的勇气，但是我却有着一般人同样的
脾气。 会因为客户的无理取闹去反驳，会
因为完不成工作目标给自己寻找借口，会
因为困难不再前行。

慢慢地，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了
身边人的优点和长处，也看到了差距。 慢

慢地发现虽然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每个人
身上也总有你学习的地方。 我要做的只是
“简单” 地找出他们比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然后一个个地追上。 就是在这种追逐中，
我入了党。 其实大学时期的我就可以成为
党员，但是那时的我对未来真的没有规划，
对党员的身份也没有认同感， 所以很遗憾
没有重视。

既然入了党， 就要以党员的身份来要
求自己， 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格局不能
太小，不能在工作中斤斤计较，不能总考虑
自己的利益。 要把单位集体的利益摆在首
位，然后是员工的利益，最后才是自己。 虽
然做不到“为大家舍小家”，但全身心地投
入工作还是能做到的， 这也是最起码的职
业操守。 当时的想法就是至少要对得起这
份工资，人活一世不能如行尸走肉般麻木，
理想不论大小，总是要有的，也要想办法去
实现。 人生就是这样， 只要你对待工作认

真负责，敢于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工作
在不经意间也会回赠你。

现在的我不仅是党员， 也是一名网点
负责人，再也不是一头独狼。我要带着员工
去完成上级制定的工作目标， 要带着员工
创造出效益， 带着员工为本地建设作出贡
献，要为员工带来美好的生活，也要为自己
写下一段值得怀念的过往。

是党员了，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
因为算不算合格的党员不是你自己说了

算，更不用说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自己只是平凡党员中的一员， 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坚定忠诚
履职担责的信念、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学
习先辈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安徽农商银行

系统改革发展事业中， 为谱写全系统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添砖加瓦， 为新阶段现代化
美好安徽建设作出微薄贡献。

天长农商银行 吴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