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界首
农商银行员工张

某某父亲因车祸

一直在 ICU 病
房救治， 家庭经
济入不敷出。 该
行发 出 捐 款 倡

议， 员工积极参
加。 22 日，善款
送到 张 某 某 手

中。
王绍辉 摄

金寨行开展金融纾困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近来， 金寨农商银行在省联社
的领导下和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大
力开展“五进”活动，主动开展金融
纾困服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该行制定 《金寨农商银行 “助
企纾困 金融护盘 ” 攻坚行动方
案》，开通助企纾困绿色通道，畅通
各条线渠道并积极响应客户群体
诉求。 对符合条件的行业积极给予
信贷支持，跟进落实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支持刚需和改善性住房的
贷款需求 ， 同时下调相关贷款利
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结合各类
型企业融资特点， 加大 “招商贷”
“园区贷” 等特色金融产品推广力
度。 自 5 月份“园区贷”业务推广以

来，该行共发放“园区贷”8 户，合计
金额 4300 万元。 积极落实应延尽
延政策。 重点对即将到期的贷款进
行逐笔摸排，逐笔对接，逐笔登记。
6 月共提前联系到期小微企业贷款
614 户并告知纾困和贷款接续政
策， 对有延期还本付息需求的，灵
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延长贷
款期限、延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
计划。 今年，该行约为各类主体降
低融资成本达 545 万元。 持续推动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量、 扩面、降
价，截至 5 月末 ，该行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85%，
较年初下降 0.03 个百分点。

苏闯 曾凡伟 垄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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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行扶持 3000小老板创业
7 月 21 日， 濉溪县委县政府召

开濉溪县“暖民心行动”推进暨小老
板培育工程表彰大会。 会上，濉溪农
商银行被授予“濉溪县小老板培育工
程‘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濉溪农商银行坚决贯彻
各级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金融支
持小老板创业工作相关要求，不断加
大信贷投放、完善服务机制，有效解
决了想创业、能创业人群资金“瓶颈”
问题，帮助了一批有志向、有技能、有
项目、有信誉的创业者实现自己的创
业梦。 自小老板工程开展以来，该行
累计支持 3000 余户小老板创业，带
动就业 8000 余人；截至 6 月末，该行
已发放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 6267
户，余额 16.08 亿元。

紧跟政策部署 ， 全力当好
“中间人”

濉溪农商银行紧紧围绕小老板
培育工作各项政策部署， 以金融支
持为媒介， 全力当好党和政府与群
众联系的“中间人”。 一是积极邀请
人社局小老板培育工作专家为辖内
工作人员讲授小老板培育工程开展
的重要意义。 同时，工作人员多次深
入乡镇农村进行实地调研， 高效联
动，提升参与、服务濉溪县域经济建
设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不断加大政
银、银村协调沟通力度，分区划片与
乡镇政府、 社保部门、 行业协会联
系， 积极参加由当地经营户、 专业
户 、种植户 、养殖户 、小微型企业主
及村委共同参与的座谈会 20 余次，
开展金融支持小老板培育工程政策
宣讲，就小老板培育工程、小老板创
业政策、创业贷款政策、办理程序等
答疑解惑， 并大力宣传诚信用贷理
念。

细化工作举措 ， 尽力扮好
“供应商”

面对县域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濉
溪农商银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创新
信贷产品，逐步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
和便利度，积极满足小老板创业资金
需求，扮好信贷“供应商”。 一是全面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立足自身提及机制灵活、决策链
短优势和各乡镇特点，积极探索创新
推出“良种易贷”“农机贷”“金农乐分
贷”“新市民贷”“人才贷” 等特色产
品， 并在四铺镇菊花种植基地推出
“菊花易贷”、在铁佛镇万亩西瓜种植
基地推出“西瓜易贷”、在百善镇高油
酸花生基地推出“花生贷”，让信贷产
品更接地气、更解难题、更暖民心，为
有创业需求的小老板们提供差异化、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截至 6 月末，该

行发放 “良种贷” 贷款 5 户、 金额
6300 万元，“粮贸易贷”贷款 158 户、
金额 2.32 亿元。 二是结合人行征信
系统、政务大数据平台、长三角征信
链等，加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应用推
广力度，更好完善“线上+线下”贷款
投放模式，做到“客户少跑路，数据多
走路”，当好企业知心人，切实提升涉
农、小微实体行业金融服务水平。 截
至 6 月末，金农信 e 贷授信户数 3.26
万户 、 金额 29.66 亿元 ， 用信户数
1.74 万户、金额 13.15 亿元，金农农 e
贷授信 3634 户、金额 2.36 亿元。

强化责任担当 ， 倾力做好
“服务者”

为进一步提高小老板创业培育
工作信贷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信贷条
线工作效率，濉溪农商银行特别制定
限时办结工作制度，规定符合贷款条

件的个人消费或经营贷款必须 3 至
5 天内办结业务，企业经营性贷款必
须 7 至 10 天内办结， 确保客户能够
及时获得信贷资金支持。 同时，全面
落实减费让利政策。一是通过单列信
贷计划，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信
贷资源供给， 重点保障绿色民生企
业、 小微客户等特殊时期信贷需求；
二是降低贷款准入门槛，对无法提供
足额抵押物的客户，通过抵押+保证、
信用+保证等组合担保的方式， 进行
准入， 推进首贷户及信用贷款发放；
三是充分运用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
优化贷款利率，支农支小再贷款年化
利率可低至 5%左右， 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帮助客户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等问题。疫情以来已发放优惠利率贷
款 213 户 ，金额 19.35 亿元 ，为客户
节约融资成本 0.45 亿元。

冯洋 于静静

蒙城行惠企便民“四部曲”
为切实加大金融助企纾困、稳

步经济大盘政策落实力度， 蒙城农
商银行积极发挥地方银行接地气、
决策活、 反应快的机制优势， 围绕
“看经营、问需求、送服务、解难题”
主题，扎实开展进园区、进街道、进
社区 、进乡镇 、进商圈的 “五进 ”活
动，将金融助企便民政策落到实处。

截至 6 月末， 蒙城农商银行累
计开展“五进”走访活动 429 次，组
织 1167 人次， 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077 个，其中走访企业 315 个、走访
个体工商户 762 个， 已解决融资需
求 722 个， 解决融资金额 25298 万
元。

谱好“主体责任曲”，抓细工作
部署。 制定下发了《蒙城农商银行金
融服务“五进”工作方案》，成立以党
委书记、行长为双组长，其他班子成
员为副组长的“五进”活动专班，建
立“按日通报、按周推进、按需调度”
机制，通过制定专项文件、压实工作
责任、 明确对接分工、 强化考核督
导、建立分包台账等一系列举措，确
保活动快速推进、落地见效。

谱好“服务驱动曲”，抓实走访
对接。 一是结合各地党委政府领导

接访和“金融超市”集中服务日活动
及银企对接会对接的客户， 党委班
子、支行行长、客户经理分层级开展
“访目标、拜存量、挖潜在”上门服务
活动，实地查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惠企政策落实等情况，询问企业
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难题，
并建立一天受理、 两天专人对接、三
天反馈结果的“123”贷款快速响应机
制。 二是成立以“客户经理+柜员”为
组合的“红马甲”营销小分队，坚持统
筹线上线下服务渠道一体化，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半径，深入大
街小巷、田间地头、车间厂房，持续提
升流动金融服务，切实提高金融服务
的普惠性和便利性。

谱好“动作标准曲”，抓精分类
覆盖。 一是对照上级政府及省联社
下发各类企业融资需求清单， 明确
责任人及时间节点， 建立分包联络
机制，对照台账通过实地走访、电话
拜访、 银企对接会等形式扎实开展
走访对接工作， 问需于企， 问计于
企，为企业送知识、送政策、送产品、
送服务。 二是坚持以 “总行服务支
行、后台服务前台、全行服务客户”
的服务理念， 积极依托与县域 294

个行政村（社区）签署银村合作协议
为契机，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延伸服
务半径， 各网点开展每周不少于 1
天的驻村“流动银行”服务，将小额
存取款、挂失补卡、开户、手机银行
办理、社保卡激活、金融知识宣传等
基础金融服务送到村民家中， 常态
化开展驻点“流动银行”服务，目前
已累计开展驻村 “流动银行” 服务
956 场次。

谱好“惠企便民曲 ”，抓牢市场
需求。 一是紧跟市场需求，针对“三
农”、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家庭差异
化需求，创新开发科创贷、回乡贷、
应收账款质押、商标权质押等产品，
精准助力复产复工复市。 二是在充
分利用手机银行审贷渠道的同时 ，
积极开发微信申贷小程序、 打通皖
事通 APP 获客渠道， 客户可以多渠
道、 无接触地实现线上申请， 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真
正做到客户精准化营销、 高效化服
务。 至 6 月末，该行“信 e 贷”累计授
信 69265 户、金额 85.97 亿元，分别
较年初增加 6991 户 、14.6 亿元 ；皖
事通 APP 累计申请 172 户 ， 金额
0.33 亿元。 吴宏伟

夏夜授信
天边，夕阳斜下；树上，鸣蝉嘶

叫；途中，我们向村而行。 7 月 20 日
傍晚， 我们休宁农商银行萝宁员工
乘着夏夜的阴凉， 来到休宁县海阳
镇朗斯村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授信工作。
这是城郊的一个村子， 青山环

抱，夹溪河穿村而过，在夜色的笼罩
下，宛若成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 当我们到达村里时，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 几十人在村头的墙边的
石凳上坐着、 墙脚上蹲着……夜话
着一天的见闻、 身心荡漾在夏夜里
的山风中。 这是村中一天里人最多
的时间点， 勤劳的他们白天各自忙
碌着，直到傍晚才能倦鸟归巢，这也
是我们开展金融服务“五进”活动定
在夏夜的原因所在。

在村组干部的带路下， 几条乱
吠的土狗也安静了下来。 根据前期
评定的授信名单， 我们分成了几个
小组开始了上门授信。

由于工作调动原因， 很多员工
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村民和我们是
陌生中带着熟悉， 陌生的是我们第
一次见面， 熟悉的是我们同为休宁
农商银行工作人员。

时而巷弄穿梭，时而逐坡而上，
时而搭着三轮小车， 名单上的一家
家、 一户户远近不同， 住家地势各
异，朝着东西南北的门只要开着的，
我们都逐一进行了拜访并签约。

“这个好，以后贷款直接在手机
里点下就行了”“能成为你们授信户
也是一种光荣”“这个急用钱再也不
用提前支取存单了” ……热情的村

民， 淳朴的话语让我们感到这个夏
夜过得非常有意义。

村干带路，有的放矢，几个小组近
三个小时的村中穿梭， 名单上大部分
村民的家已经走遍， 漆黑夜色已经笼
罩住整个村庄， 树上竭力嘶叫的鸣蝉
也渐渐淡去，村里的人睡得早，为了不
打扰休息，是时候我们该回了。

走出了村子时， 草丛里的蟋蟀
和一些不知名的虫蚁叫声显得格外

响亮， 我们的脚步声似乎也在巷弄
里久久回荡。 村村通的路灯为我们
照亮了回去的路， 身上的燥热早已
消散在这充满青草气息的大自然

里。 休宁农商银行 戴海龙

颍淮行推出“政采贷”
本报讯 近日，阜阳颍淮农商

银行向某电梯设备公司发放首笔
500 万额度的纯信用 “政采贷 ”产
品。

为进一步落实金融助企纾困政
策，打通企业融资堵点难点，创新企

业授信方式， 颍淮农商银行近期针
对辖内中小微企业推出了“政采贷”
信贷产品。 “政采贷”是该行面向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并中标成交的优质
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融资业务， 企业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标后， 以政府采

购诚信考核和信用审查为基础 ，向
颍淮农商银行提出融资申请， 该行
按照中标合同的一定比例， 最高可
向企业提供 1000 万额度的信用贷
款。

（胡金帝）

近日， 铜陵
皖江农商银行新

建支行工作人员

在走访中了解到

一家规模较大超

市以及社区菜市

场硬 币 需 求 量

大， 随筹集硬币
送上门。

刘辉 摄

近日， 怀宁
农商银行开展业

务技能 竞 赛 活

动，55 名员工参
赛。

查贵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