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6 日， 铜陵皖江农商银行机关第四党支部和惠泉社区共同开展了
“弘扬劳模精神 我为党旗添光彩”主题党日活动。 童超 摄

良田“喊渴” 泾县行送来“及时雨”
“这笔款可真是今年高温天下的

一场‘及时雨’啊！ ”8 月 15 日，泾县
岩潭村种粮大户徐训安激动地说道。

徐训安在泾县泾川镇流转土地
800 余亩，从事水稻、油菜等农作物
种植， 今年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
原先为种植物提供灌溉的河流水位
下降严重，因灌溉困难引起受灾面积
已达 200 多亩。该户稻田距离新水源
较远，引水成本较高，资金成了最大
的难题。 8 月 15 日，泾县农商行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从上门调查，开户
到资金发放，仅历时 3 小时就为其办
理了抗旱贷款 15 万元， 用于购买取
水工具从泾川镇董村取水，解决了他
的燃眉之急。

今年 7 月以来， 泾县持续高温、
降水偏少，泾县各乡镇均出现不同程
度旱情。未来一周将持续高温少雨天

气， 为切实做好抗旱救灾保丰收工
作，确保广大农户等受灾群体保收增
收，泾县农商银行专列 1 亿元信贷计
划，专项用于金融支持抗旱救灾保丰
收工作。

不畏酷暑，加大走访。 旱情发生
以来，该行组织客户经理加大走访力
度和走访面，通过走访群众、与乡镇、
村“两委”积极沟通协调，深入了解辖
内广大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
客户的受灾情况。 目前共走访群众
4000 余户， 为金融支持地方抗旱救
灾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提高效率，循环授信。 该行信贷
网点切实提高办贷效率，优先支持抗
旱救灾，快捷办理受灾地区受灾群体
的贷款申请，及时解决资金困难。 贷
款发放使用循环授信的方式，有效解
决了融资难的问题，帮助受灾客户渡

过难关。目前该行专项贷款支持受旱
灾群众 4 户，发放贷款 44 万元。

减费降费，让利于民。 该行推出
抗旱救灾保丰收贷款，期限原则上为
一年，执行 3.5%的优惠利率，实施减
费让利措施， 帮助客户纾困解难、化
危为机。

下一步，该行将进一步加强抗旱
信贷资金调度， 按照抗旱应急需要，
支持受灾乡镇客户做好农村饮水抗
旱管材采购、“蓄引提灌”落实灌溉保
苗等民生工程开展。

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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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行“五进”助企纾困显成效
今年以来， 宿松农商银行积极

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稳经济大盘一揽
子政策措施要求，开展进园区、进街
道、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五进”
走访活动，以更有力的措施、更快速
的行动和更优质的服务， 加大市场
主体纾困力度， 倾力支持县域实体
经济发展。

成立“五进”专班，面对面助企
纾困。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稳经济大盘一揽子政策措施， 制定
《宿松农商银行金融支持稳住经济
大盘实施意见》，成立“五进”工作专
班，按照属地管理分片包干原则，开
展全面走访活动， 面对面疏通融资
堵点卡点， 为县域实体经济注入源
源不断的 “金融活水”。 截至目前，

该行累计走访市场主体 2297 户，解
决融资问题 737 个， 已解决融资问
题金额 2.47 亿元。

依托再贷款工具， 落实减费让
利。 用足用活再贷款政策工具，持
续做好无还本续贷服务， 降低市场
主体办理信贷业务的时间成本和资
金成本， 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至实
体经济。截至 7 月底，宿松农商银行
借入支小再贷款金额 3.06 亿元，发
放小微企业贷款 181 户， 加权平均
利率低于一般企业贷款平均加权利
率 1 至 2 个百分点， 每年为贷款主
体节省约 1000 万元融资成本。

持续增量扩面，扩宽纾困受众。
通过网格化走访， 扩大助企纾困政
策覆盖面，围绕返乡务工人员、新市

民群体、种植养殖大户、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普惠小微企
业等，加大信贷投放的精度和力度，
提高纾困政策受众。截至 7 月末，宿
松农商银行已发放小微企业首贷户
贷款 68 户，金额 2.3 亿元。

深化政银合作，提升纾困质效。
联合县金融办、政策性担保公司，深
入走访困难企业， 着力发挥政策性
担保公司担保职能， 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增强风险缓释能力，切实解决
小微企业担保措施缺失的难题。 截
至 7 月末， 宿松农商银行政策性担
保贷款 11.46 亿元 ， 较年初净增
1.09 亿元，同时下调贷款利率 21 个
基点。

汤树强

收到假币 竟是点钞机“开小差”
“多亏你们帮我们找到了问题

根源 ， 要不然我们再遇到这种情
况，还要受损失！ ”桐城市壹多滋蛋
糕店员工小王对着南演支行工作
人员感激地说道。

8 月 11 日，桐城市壹多滋蛋糕
店员工小王来到南演支行缴存近
期的营业款。 然而就在业务办理过
程中，该行经办人员发现一张 2005
版 100 元假币。 经过点钞机多次校
验，两名员工当场交叉辨识 ，再三
确认后，告知小王这张 100 元是假
币。

“这怎么可能！ ”小王听到后，
情绪立马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
店里也有点钞机 ， 我们收银的时
候，点钞机都没‘讲’是假钱 ，怎么
到你们银行就成了假钱呢！ ”

该行员工耐心安抚小王情绪，
并通过真假币对比， 详细指出假币
防伪特征不符之处。

“那你们把这个假币还给我
吧！ ”最终，小王相信该行员工的解
释，并伸手向柜台要回 100 元假币。
然而，该行工作人员提示小王，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
缴、鉴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该行
将收缴这张假币。

“那这怎么行， 我这出门带了
10000 元，就存了 9900，老板要找我
补的！ ”

“你别急，我们根据规定收了假
币后会给你出具一个 《假币收缴凭
证》， 您回去之后再和老板解释一
下。 另外， 等会儿我们把这个业务
办理好，我们和你一块去店里，你们

这个假币问题可能出在点钞机上，
我们去看看。”听过该行工作人员的
回答，小王连忙感谢。

来到店内， 该行工作人员通过
几次测试后发现了点钞机确实存在
问题。该点钞机只使用了计数功能，
没有开启鉴伪功能，因而在收银时，
收银员并没有关注到假币情况。 随
即，该行工作人员现场“教学”，一方
面， 向在场的蛋糕店员工演示点钞
机常见的几种模式、 设置点钞鉴伪
功能， 清理点钞机等提高点钞机使
用质效；另一方面，还向他们普及反
假货币知识， 提高其人工识别假币
技能。 方芳 周敏敏

荩 近日，泾县农商银行积极开展抗
旱救灾保丰收工作，客户经理加大走
访力度， 了解辖内广大农户受灾情
况，并做好专项信贷政策宣传。

一线见闻一线见闻

家具企业有了“备用钱包”
“以前贷款手续麻烦 ，审批时

间长，信贷资金申请下来至少要一
个星期。 现如今，农商行提供上门
服务，通过线上信息采集 、在线跑
批的形式为我们这些个体户提供
信贷支持，一天时间 30 万元就到账
了，真的十分方便。 ”古炉家具城的
负责人陈根波感激地说。

近期，望江农商银行认真贯彻
上级部门稳经济的决策部署，深入
开展金融助企纾困“五进”活动，实
地走访企业“白名单”，推动金融政
策落地落实，为小微企业送上一揽
子优惠“政策礼包”，助推当地经济
高质量发展。 陈根波就是此次活动

的受益者之一。
据了解，陈根波从事家具零售

行业已有 5 年多时间 ，2017 年是
他创业起步的第一年，从最初的一
间门面房到如今好几百平方米的
大仓库 ，规模是越做越大 ，周边的
生意基本上都被他的家具店给占
据了。

“规模和品牌已经做上来了，
但是随着家具款式淘汰式的出新，
经营的压力在逐渐变大，客户都追
求新款式甚至私人定制，投资成本
不断攀升，加上聘请工人送货等外
部开支，手上的周转资金确实是难
了点。 ”陈老板对上门走访的客户

经理徐飞说道。在了解了客户基本
情况后，该行客户经理通过线上系
统完整收集了客户资料信息，上门
为客户办理了签字手续。 第二天，
陈根波便接到了贷款审批下来的
短信通知。 “有了这笔贷款资金，以
后临时性的周转都不再是问题了，
随用随贷 、随借随还 ，真的很方便
啊。 ”

截至目前， 该行已累计投放小
微企业贷款 37.64 亿元， 小微企业
在贷户数 3707 户 ， 申贷通过率
100%，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3599 户，授信金额 23.12 亿元。

韩亮

青阳行再贷款“输血”小微

近日， 青阳农商银行向青阳县森
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放了全市首笔
500 万元支农再贷款直贷贷款， 实行
“手续简、额度高、利率低、免担保”等
多项惠企措施， 助力涉农小微企业纾
困解难。

今年以来， 人行青阳县支行指导
青阳农商行充分运用再贷款货币政策

工具， 在优化金融服务方式上笃实力
行， 持续推动各项纾困措施落地。 上
半年，青阳农商银行以“先贷后借”模
式， 累计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
4800 万元、支小再贷款 9800 万元，全
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小微
企业信贷投放。

徐明星

爱心献给“安庆好人”
“感谢你们的帮助！ ”8月 18日，7

月底刚刚被评选为“安庆好人”的李谋
亮激动地对怀宁农商银行石境支行支
部党员们说道。

原来是石境支行支部来踏水村开
展党员爱心活动， 大家纷纷向李谋亮
提出购买产品的名称和数量。 李谋亮
高兴地一边和大家聊天介绍， 一边打
包收拾产品。

据了解， 李谋亮因妻子常年植物
人状态卧病在床， 巨额的医疗费用高

额的营养费用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
李谋亮一边照顾家庭， 一边收集本地
的土特产在网上卖。 石境支行第一时
间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为李谋亮安装
“金农信 e 付”，送来云音响，让他收款
更方便。 得知在土特产销售淡季，李
谋亮因货品积压焦急无奈， 石境支行
工作人员一边朋友圈转发帮忙宣传其
健康无公害的农产品， 一边积极动员
广大员工前来爱心采购， 并现场送上
慰问金。 杨平

8 月 10 日，怀远农商银行唐集支行开展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送去草帽
和水壶。 宋玉琪 谢钟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