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民信贷”救了急
仲夏时节， 汪显民家的羊舍里，

整洁干净， 一只只山羊活蹦乱跳，争
相饮水。

“夏天一般都喂山羊淡盐水，早
上露水刚干我就到河边放牧，它们吃
得可欢喜着呢，这 200 多只羊，今年
收入能有 30 多万， 很快就能先把贷
款给还了。 ”汪显民乐呵呵地跟庐江
农商银行客户经理马驰说道，“明年
我准备再扩大一下养殖规模，到时候
需要资金我再从手机上放款，你们农
商行这贷款产品好，随用随贷，按用
款期限金额付息，一年能省不少利息
钱呢。 ”

别看现在汪显民兴高采烈，就在

几个月前， 他还在为山羊养殖的周转
资金犯愁。 今年 3月初， 因为改建羊
舍、 养殖防疫、 饲料草料等陆续的开
支，汪显民手头周转资金吃紧。他想去
镇上的农商行咨询能不能贷点款，可
是又怕需要找人担保手续繁琐， 更怕
欠人情。就在他左右犯难的时候，他想
起来去年村干部和庐江农商银行郭河
支行的客户经理一起来到他家送来的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授信告知书。 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 他拨通了告知书上
客户经理马驰的电话， 没想到 2个工
作日内，郭河支行通过“党建民信贷”
为其办理了 10万授信。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开展

以来，我们逐村挨户收集资料，进行
信用评级， 汪显民是 AA 级信用户，
养殖资金需求合理真实，授信手续办
理很快。 ”客户经理马驰介绍道。

据悉，自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
作开展以来， 庐江农商银行已完成
15908 户农户信用评级， 授信 13.69
亿元，用信余额 1.67 亿元。 通过开展
党建引领信用村工作，持续优化农村
信用体系，让守信者充分享受信用红
利， 持续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充
分彰显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以良好
的工作成效助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张龙乐

近日，无为农商银行河坝支行积极开展“一碗绿豆汤，夏日送清凉”活
动，让来办业务的客户享受到温馨服务。 张旭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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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家农商银行上线安徽农金信贷微服务

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申办贷款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通讯员 李晓刚 周影

还在为贷款如何申请发愁吗？ 别
担心！ 安徽农金信贷微服务为您解
忧！

日前， 记者采访获悉， 利辛、宿
州、肥东等多家农商银行的微信公众
号已上线 “安徽农金信贷微服务”系
统。 个人和企业客户均可通过此系
统，指定机构和客户经理自助提交贷
款申请，同时也可查询贷款申请的审
批状态。

“今年市场行情不错，黄瓜、生菜

等蔬菜早就被人订完了。 还是要感谢
农商银行，坐在家里打开微信，就能
申请贷款，真方便！ 你看这个灌溉设
备，就是在农商银行的贷款支持下买
的！ ”7 月 8 日，走进利辛县贵良家庭
农场，一个个大棚内，绿色蔬菜长势
喜人。 说起利辛农商银行刚上线的信
贷微服务，农场负责人庞贵良的脸上
满是赞许。

“今年 7 月初，为了向广大客户
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在省联
社的指导下， 我行率先升级了系统，
上线了 ‘安徽农金信贷微服务 ’系
统。 ”利辛农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该系统的上线，让客户想贷就贷、
过程简便，只要拥有一部装了微信的
手机， 就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随时随地用微信自助申请贷款 ，简
单、高效、方便、快捷。

“目前，安徽农金信贷微服务系
统不仅具有个人贷款申请、企业贷款
申请、 申请进度查询的服务功能，还
为广大客户展示了农商银行系统的
特色贷款产品，并且可以一键申请。 ”
宿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想要
申请贷款的宿州市民，只需关注“宿
州农商银行”的微信公众号，再打开
“农金信贷微服务”系统，进入“安徽

农金信贷微服务”首页办理。 如果是
个人申办，点击个人贷款申请，进入
界面后拍摄身份证照片上传，选择机
构网点“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宿州农
商银行 ** 支行”， 输入申请金额，选
择申请期限、贷款用途，选择推荐人
（非必选）， 填写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提交即可。

“肥东的企业想要申款，关注我
行公众号后，打开‘微金融’板块，点
击 ‘农金信贷’ 就能享受一键申贷
了。 ”肥东农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点击企业贷款申请后，输入企业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选择机构

网点“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肥东农商
银行 ** 支行”，输入申请金额，选择
申请期限、贷款用途，选择推荐人（非
必选），填写手机号码和验证码，提交
即可等待申批。

申请贷款后，想了解贷款审批进
度的，还可以进入“安徽农金信贷微
服务”后，点击“申请进度查询”即可。
此外，“安徽农金信贷微服务”还上线
了“金农易贷”“金农创业贷”“生源地
助学贷款 ”“一般流动性资金贷款 ”
“小微创业贷”，不仅可以点击查看详
情，了解产品特点、适用客户、申请条
件等，并且能够在线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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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都行推进信贷产品“普惠化”
近年来，亳州药都农商行坚持立

足当地实际，探索适合谯城农业农村
特点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村
金融信贷产品“普惠化”，把更多金融
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
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

打造普惠化个人信贷产品“金农
易贷”。 借助亳州市“智慧城市”建设
契机，通过与省联社核心系统的无缝
对接，构建了“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
体系， 该行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成
功推出“纯信用、零接触、超便捷、高
额度”的普惠化个人信贷产品“金农
易贷”。自上线以来，“金农易贷”累计
接到申请 48.53 万户、 授信 21.17 万
户、349.12 亿元、户均 12.88 万元；累
计发放 389.03 万笔 、1482.47 亿元 ，
累计收回 447.03 万笔 、1279.20 亿
元；余额 203.27 亿元。

打造集约化信贷产品平台 “信
贷工厂”。 为进一步强化信贷流程管
理， 亳州药都农商行整合现有贷款
产品， 将 “商家乐”“税融通”“小微
乐 ”及 “创业乐 ”等产品在 “信贷工
厂 ”平台上线运行 ，实现了在评级 、
授信 、利率定价 、风险预警 、贷后管
理等五个方面的自动化， 持续发挥
“大数据 ”的作用 ，进一步夯实服务
中小微能力。 截至 6 月末，“信贷工

厂 ” 完成授信 30385 笔 、215.40 亿
元。

打造特色化信贷产品“金农信 e
链”立足本地产业特色，亳州药都农
商行瞄准亳州市中药材产业这一巨
大优势，以市政府打造“世界中医药
之都 ”为契机 ，把 “中医药供应链金
融”作为推动本行可持续发展，实现
跨区域的重要抓手，搭建供应链全流
程管理平台。 2019 年 6 月 10 日成功
在“金融超市”上线中医药供应链融
资产品“金农信 e 链”。 截至 6 月末，
“金农信 e 链” 授信 795 笔 、36.6 亿
元，合作核心企业 46 户、仓储企业 6
家。

打造普惠化信用卡产品“信用卡
快申”。 为进一步推动信贷服务普惠
化，让城乡普通居民享受同财政供养
人员和工薪阶层同样的信贷服务。亳
州药都农商行整合应用大数据，搭建
信用卡线上申请渠道，成功推出“信
用卡快申”， 并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在“金融超市”上线运行。全线上自助
申请，3 分钟内申请结束，5 天内寄卡
到家，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体验，
真正实现普惠化的信用卡服务。截至
6 月末，通过“金融超市”累计发起信
用卡业务申请 17.77 笔 、 日均申请
235.05 笔，累计通过 8.54 笔、通过率
48.06%， 实现日均发卡 85.92 张，授

信总金额 15.86 亿元。
打造普惠化企业信贷产品“金农

企 e 贷”。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及小微企
业的方针政策，应对疫情对小微及民
营企业的冲击。亳州药都农商行利用
亳州市政务大数据结合 “区块链”技
术应用，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推出
“金农企 e 贷”，使有营业执照、符合
贷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
户、新型经营主体等都有获得 500 万
元以内信用贷款的可能。该产品具有
零接触、循环用、更便捷等特点，采用
无抵押、纯信用、最快 2 小时办结的
模式，解决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难、融资慢、
融资贵问题。 截至 6 月末，“金农企 e
贷”授信 11555 户 、64.39 亿元 ，累计
放款 91.32 亿元。

打造乡村振兴系列信贷产品“振
兴 e 贷”。 为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
化融资需求，2021 年，亳州药都农商
行聚焦城乡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民
生工程、公共服务等薄弱领域，主动
研发“振兴 e 贷”系列产品。 自 3 月份
以来，陆续上线“招投标贷”“履约保
函”“供应链融资”等产品，截至 6 月
末，“振兴 e 贷”系列产品共为 6 家企
业、授信 1.71 亿元。

杨 帆

敬老！ 皖东行设立特色网点
今年以来， 滁州皖东农商银行

倾力将该行扬子支行设立为养老金
融服务特色网点， 先行推进智能金
融服务改造，加强助老设备、无障碍
设施建设。

扬子支行长期以来客户群体以
老年人为主， 并且金融服务需求种
类较多， 给日常的柜面服务带来严
重的压力。 该支行为老年人开辟服
务专区， 由轮值大堂经理进行一对

一专项服务，帮助老年人进行扫码、
刷脸等智能化、 自助化服务。 协助
客户自助办理银行卡、存折、存单等
9 大类 46 种常用交易，智能自助机
可替代柜面 80%以上对私类业务，
有效缓解客户排长队、 老年人久等
候现象，提升了客户的体验感，截至
7 月 27 日，在短短运行的一个月时
间， 智能自助机已累计办理各类业
务 1498 笔。 孙广辉 周涵

家装分期贷解决住房大问题
“你们的信用卡用途真多，不仅

购物、吃饭、看电影有优惠，还能用来
装修，费率也很低，一年只要二千多，
比我租房划算多了。 ”近日，姚先生感
谢地对桐城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说。

去年刚买新房的姚先生因为女
儿今年考上市里的高中，想进城陪读
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本想把
市区刚买的新房装修好，可是苦于装
修资金不够，正准备在学校附近租房
陪读。

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姚先生在桐城
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看见了该行信
用卡“家装分期”业务的宣传推广，想
起自己两年前在该行办过一张信用
卡，平时用来购物、洗车、看电影有优
惠、很方便，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提出了申请。

对于多数买房一族来说， 买了
房， 装修房子也是一件花钱的大事。
桐城农商银行针对这一问题，特别推
出信用卡“家装分期”业务，主要用于

信用卡持卡人自有或共有的商品房
装修使用，帮助买房人群早日住进新
居。 姚先生正是该行信用卡“家装分
期”业务的首位受益人。
该行收到姚先生申请后，综合考虑其
工作和家庭收入等情况，现场调查新
房装修情况后，迅速为其发放了 8 万
元，分期 60 期的“家装分期”。这不仅
帮助姚先生提早住进了新房，还解决
了姚先生的陪读住房问题，省掉了每
年 1 万多元的租金。 张航

宿松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开户全覆盖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金融支
持乡村振兴战略力度， 转化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 宿松农商银行积极对
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户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 7 月 26 日，该
行已在全县 13 乡 9 镇共开立 209
个账户， 实现村、 社区 100%全覆
盖。

该行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党
委班子高度重视开户工作， 率队到
政府部门开展业务对接， 搭建良好
的政银沟通机制。 以“党建+”为载
体，打造党建服务品牌，实现党建同
开户工作的深度融合。 成立党员先

锋队，瞄准惠民需求，开辟“绿色通
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便捷
开户、零钱兑换、信贷投放等一揽子
金融服务，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安
排专人进行对接， 同县农业农村局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一时间掌
握相关信息，了解各村、镇的首选开
户银行意向后， 第一时间走访全部
乡镇领导， 赢得了开户意向。 在行
内定期进行开户情况通报， 形成了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目前该行正
在快马加鞭搭建“三资”平台，届时
平台上线将会大幅提升本行金融服
务水平。 （罗光明）

7 月份， 铜陵皖江农商银行流潭支行在铜陵市义安区东联镇全面开
展“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主题宣传活动。 吴梦 黄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