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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你们的工作效率高，手机
点一点，资金就到账了，也省得我来
回跑，不耽误我春耕的时间。”看着手
机上申请到贷款资金，昝老板不禁向
广德农商银行客户经理竖起了大拇
指。

家住广德市邱村镇双岗村的昝
老板原名昝红辉，是广德红辉水稻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当地小
有名气的“80 后”种粮大户。自 2014
年从事水稻种植行业只有十几亩种
植面积开始，到如今一口气流转了本
村 600 余亩的农田，并且耕地机、插
秧机、拖拉机、烘干机等农机具一应
俱全，合作社发展可谓是蒸蒸日上。
从种到收，从储到销，打通了种植、收
购，到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昝老
板的合作社实现了一站式的产销发
展。

“粮食的种植节气是关键。时间
一到我们就要紧紧把握住，这样才可
以确保水稻、小麦播种以后能生长迅
速，一旦哪个环节没有跟上，粮食的
品质和产量都会大打折扣。”昝老板
一边带着广德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

参观自己承包种植的麦田，一边详细
地介绍。

站在田埂上的昝老板告诉客户
经理，虽然从事种植行业这么多年，
但是一到春耕的时候资金还是很操
心，购买种子化肥已经是很大的投入
了，再遇到农机具要重新添置的时候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现在好
了，有了你们广德农商银行授信的这
50 万元信用易贷卡，接下来不管是
春播育秧，还是买农资、化肥都不愁
了，只要手机点一下资金就有了。”昝
老板指着手机笑道。

为发挥服务三农地方金融主力
军作用，解决农户春耕备耕遇到的资
金难题，广德农商银行把支持春耕生
产作为当前服务的重中之重，充分发
挥“背包精神”，结合“五进”活动，积
极走访当地村委、种粮大户、农资经
营店和农业合作社等，了解农户资金
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田间
地头。截至 2 月末，广德农商银行发
放涉农贷款 87.48亿元，支持农户 4万
余户，惠及 1110 户合作社及家庭农
场。 卢伟

“金融活水”浇到田间地头

■ 本报记者 白云磊

消 费 是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引
擎，也是关乎民生的“小确幸”。新年
以来，安徽农信以城乡消费需求为突
破口，从供给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加大
信贷投放，强化金融服务，拓宽服务场
景，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消费
复苏回暖。

助力小店焕发生机，提振消
费市场信心

新年消费市场的“开门红”，无疑
为市场主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作为
数量最多、距离百姓最近的市场主体
——个体工商户仍面临经营成本、贷
款融资等诸多困难，市场预期不稳、发
展信心不足。小店焕发生机，迫切需
要金融撑腰。

夜色降临，位于郎溪县中港路上
的胡文卤菜越发忙碌。这家市井小店
因干净卫生、口味独特，在当地小有名
气，受到周边街坊青睐。然而，受疫
情、房租及流动资金垫款等影响，经营
一度遭遇“寒冬”。眼下，生意随着气
温转暖，小店急需一笔资金重振旗鼓，

郎溪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走访获悉诉
求，第一时间为其贷款 30 万元，解了
燃眉之急。“天气转暖，又有农商行做
后盾，相信生意会越来越红火。”老板
胡明仙信心满满。

街头巷尾的店铺，是经济发展的
“毛细血管”，更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
撑。安徽农信深入开展“进园区、进街
道、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活动，主
动摸排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融资
需 求 ，帮 助 他 们 渡 过 难 关 ，截 至 2 月
底 ，全 系 统 个 体 工 商 户 贷 款 1563.52
笔、余额 61.43亿元。

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农商银
行通过降低利率，减费让利，续贷、展
期、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为小店经济
减压。

“没想到贴息后利率这么低，贷款
手续这么简便！递交材料的第二天，
10 万元‘惠商纾困贷’就到位了，真是
给了我很大信心。”六安个体工商户
汪芹夸赞道。在六安，农商银行推出
的一款信贷产品正惠及越来越多的市
场主体。据了解，“惠商纾困贷”面向
六安辖内个体工商户，单户最高可贷
10 万元，银行实收利率仅 3.3%，借款人

自付利率 2.15%，剩余部分由财政贴
息，降低个体工商户融资成本。据六
安农商银行统计，截至 3 月 1 日，推出
不到两个月，已发放此类贷款 3亿元。

保障民生领域需求，激发消费
市场活力

餐馆包厢订满、影院座无虚席、景
区开启看人模式……受抑制消费需求
持续释放。安徽农信发挥金融杠杆作
用，精准对接衣食住行方面消费需求，

“贷”动消费市场复苏回暖。
最近，泾县当地经营规模较大的

民宿——泾县柳溪山庄迎来了久违的
客流高峰。由于前期受疫情影响，这
家省级五星农家乐营业利润大幅减
少，民宿恢复正常经营，急需一笔启动
资金。经广泛深入摸排，泾县农商银
行为其办理抵押保证组合授信 200 万
元，并给予利率优惠。据统计，该行一
个月内共对接民宿、农家乐 647 户，覆
盖当地近半数民俗，累计发放 57 笔贷
款、金额 570万元。

消费加速回暖，离不开高效畅通
的物流?。泗县金通物流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物专用

运输、大型物件运输等，现有从业人员
100 余人，自有的和挂靠的大型货车有
60 余辆。“公司账款不能及时结清，但
每月需要支付燃油和驾驶员工资等费
用，自有流动资金不足，导致周转出现
困难。”了解到企业的金融需求后，泗
县农商银行为该公司办理贷款 30 万
元，满足企业日常资金周转。泗县农
商银行将物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主动精准对接，目前已支持物流业 28
户、贷款金额 2658 万元。

在个人消费方面，安徽农信围绕
购车、旅游、装修等日常大宗消费需
求，大力推广数字金融产品“金农信 e
贷”，依托政务大数据平台，实现线上
自主审批放款，为城乡居民提供一笔
消费“备用金”。同时，大力推广“新市
民贷”，满足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
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在住房、教育、医
疗、养老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截至 2
月 末 ，全 系 统 已 发 放“ 金 农 信 e 贷 ”
1785.86万笔、贷款余额 871.52亿元。

拓宽金融服务场景，挖掘消费
市场潜力

“在农商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加

油满 200 优惠 20 元。”家住合肥市蜀山
区的李女士说，希望银行多推广些实
打实的折扣活动，给消费者更多福利。

安徽农信以数字化转型为切入口，
拓宽服务场景，为消费者带来真金白银
的实惠。一方面，启动加油满减优惠活
动，在全省中石油、中石化直营站点加
油，使用支付宝付款，选择杜鹃信用卡
满 200 元立减 20 元。另一方面，与餐
饮、电商巨头老乡鸡、美团合作，客户在
全省老乡鸡各门店，美团外卖微信小程
序消费，选择安徽农金社保卡和杜鹃信
用卡支付，皆可享受立减优惠。

各地农商银行全力配合政府发放
消费券，消费者通过安徽农金手机银
行领取消费券后，可在当地商超、餐
饮、汽车、旅游等符合资质商户消费，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部分农商银行还在抖音、微信等
平台“大展拳脚”。肥东农商银行客户
经理化身“网红直播”，依托直播平台
为竹塘挂面、石塘驴巴、公和堂狮子头
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代言，开辟电商平
台，上架汽车、家电、酒水、零食、医疗
等数千种产品，“直播+电商”提升了消
费体验，进一步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安徽农信：“真金白银”助燃“烟火气”

3月 10日，宣城皖南农商银行参加在宣城
市宣州区新田镇梅氏文化广场举办的“春风
送暖，授之以渔”宣木瓜助力乡村振兴八方联
结机制启动大会暨种苗捐赠仪式。

活动中，该行向“宣木瓜”种植农户捐赠
四年生大苗 500 株，并为 2 家经营“宣木瓜”产
业企业授信 700 万元，为种植农户授信每亩
2000 元。宣城市宣州区委书记俞志刚为该
行颁发“爱心银行”奖牌。

该行行长吴剑令在接受了笔者采访时
说：“近年来，我行积极践行普惠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扎实开展‘整村授信’等工作，成效明
显，连续六年获得经济发展贡献奖等荣誉。
本次，为促进宣木瓜行业蓬勃发展，我们又适
时推出‘预期收益贷’，不仅利率低，而且额度
最高可达 100 万元，期限最长达 7 年，真正解
决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孙浩

预期收益贷力挺“宣木瓜”

3 月 15 日 ，绩
溪农商银行瀛洲支
行工作人员将“金
融 信 e 付 ”码 送 到
绩溪县若茵民宿的
姚女士手中，多码
合一的功能解决了
她收款难题。

李光平 摄

连日来，在庐江县郭河镇的田间地
头一片繁忙景象。不少村民都在抢抓
农时，大家都在忙着开沟、整田、松土。

“这手机上的‘党建民信贷’随用随
借，随用随还是真的方便呀，我们的种子
农药周转正好需要这样的资金支持。”在
郭河镇的农业仓库里，三畈村的大农户
陈由纪向庐江农商行的客户经理感慨
道。在陈由纪的农资销售门店里，越来
越多的村民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的耕

作者前来购买各式各样的种子农药。
“每年的春耕都是一年当中最关

键的节点。粮食种植的时间要赶早，
我们这种子农药就更要早，要是哪个
环节没有跟上，前期准备的工作就会
赶不上最佳的销售时机。”陈老板一边
带着庐江农商行的客户经理参观自己
新租赁的仓库，一边详细地介绍。

在前期的农户基本信息采集，乡
风文明评议再到信用等级评定后，“党

建民信贷”是按照不同的信用等级，在
利率、额度上给农户相应的优惠授信
的贷款。陈老板告诉客户经理，虽然
从事种子化肥销售这么多年，但是每
到春耕的时候对于资金还是很操心，
前期的备货资金一直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不过现在好了，有了庐江农商行
的‘党建民信贷’授信的 50 万元易贷
卡，接下来什么资金周转都不愁了”陈
老板高兴地说。 马驰

拿到贷款后，农资店店主感叹——

“‘党建民信贷’周转真方便！”

3 月 10 日 ，舒
城农商银行与皖西
学院法学院校企合
作签约暨授牌仪式
举行，双方将围绕
法律合规、人才交
流与培养等方面开
展合作。

周怡 摄

“这里可不可以换钱啊？”3 月 13
日 12 时左右，一位老大爷在一位大叔
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提着一个袋子
走进宿松农商银行华亭支行营业厅，
面露难色地说道。

闻言，当班柜员立刻放下手上的工
作，接过并打开手提袋，一股刺鼻的异
味迎面扑来，手提袋中全是“火烧币”。

经过了解后得知，这是老人平时
在菜场卖菜省吃俭用攒下一笔钱，因
家里电线老化导致短路，不慎发生火

灾将钱烧坏，因此来银行寻求帮助。
正值中午，客流量较小，支行立即为老
人清点残币。经过近 2 个小时的紧张
处 理 ，最 终 帮 助 老 人 成 功 兑 换 6500
元，基本予以全额兑换。

“钱成这样了你看还能兑换嘛？”3
月 5 日，一位面容焦急的大叔拿着一
袋“火烧币”来到蒙城农商银行立仓支
行柜台求助。

通过交谈了解，该客户在集镇上
从事多年电焊生意，家中原先电路老

化短路引发火灾，造成存储于家中的
17 万元现金也未能幸免于难。工作
人员小心翼翼打开塑料袋后，用镊子
小心翼翼地将一沓沓“火烧币”进行剥
离、摊平、晾干，耐心、仔细，尽力找出
缺失部分，尽量确保不造成碳化火烧
币的二次损失。经过近 2 小时的逐一
清分、拼凑、鉴别，最终整理出可兑换
纸币 14732 张，与兑换标准严格比对
后，兑换人民币共计 14450 元。

廖玲 冯磊 吴宏伟

兑换“火烧币” 温暖客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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