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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贷款款新新模模式式串串起起““银银企企农农””
农行推出“银行+公司+农户”的资金链模式让农户贷款不再难

从古至今，农业发展一直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
革开放，已渐渐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传统农业吹响了向现代化农业过渡与转型的号角。农业产业
化，特色养殖、种植正在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农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积极面向三农，不断创新产品，着力
加强金融为农业产业发展的能力。近日，记者一行来到了潍坊、淄博、滨州等地，了解了农业银行扶持
特色养殖、种植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活动。

财金记者 王丛丛

金秋九月，在潍坊市一望无
际的平原上，一派丰收在望的景
象。为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农业
银行潍坊市分行不断加快创新
步伐，积极做好产业链金融服
务。截至8月末，该行“三农”和县
域各项贷款余额379 . 5亿元，比年
初增加38 . 1亿元，分别占到全行
贷款的72 . 8%和65 . 9%。

产业链下游：

一个企业的贷款思考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
款难的问题，2012年农业银行研
发了农业产业链农户贷款这一
产品，该产品以担保能力强的产
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的产
业链作为信贷对象，向产业链上
下游农户发放个人生产经营性
贷款。这一举措成功克服了部分
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潍坊作为试
点城市，投放的农业产业链农户
贷款居全省首位。

在山东阳春羊奶乳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董玉坤向记者表述

了与农业银行的合作模式。“农
行的模式很理性，是很有效的一
个模式，银行完全信任了公司，
用公司的团队了解农户，理性的
接触农户，由公司担保。一方面
让公司监控了农户的贷款使用，
另一方面让公司押下一批奶款，
一旦农户还不上款可以由公司
来还，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农行
给我们授信3300万元，我们用了
2800万元，因为有了钱，我上游养
殖户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据董玉坤介绍，2005年他从
部队转业开始进入羊奶行业，慢
慢发展壮大，现在上游奶源供不
应求，极大地限制了发展。在这
个瓶颈期，农业银行的银行+公
司+农户的贷款模式，给他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如果农行能给
我们更多的资金支持的话，我们
会扩充市场，增加奶源，我们想
跟农行深层次探讨，让更多农户
贷到款，把羊养起来，保证奶源，
让山区老百姓发展起来。”

数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末，
潍坊市已有510家市级以上产业
化龙头企业占用农业银行贷款
49 . 7亿元，增加0 . 1亿元；支持省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2

家，业务覆盖面达到93 . 2%。

产业链上游：

一位农户的奋斗篇章

潍坊市高新区清池街道的李
素娥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农村妇女，
前几年，她办了一个印刷厂，日子
是有声有色，可是天有不测，印刷
厂拆迁了，老伴又查出来癌症，生
活的苦难并没有把这个女人打倒，
她从一只羊开始养，到三十几只、
后来一百多只，眼见着生活有了盼
头，可是因为对养殖防疫技术的不
了解，李素娥的126只羊，死了98只。
一切又从零开始。

李素娥并没有倒下，她从博
览会上接触到阳春奶业，并成为
阳春的养殖户，至此，她对防疫
工作放心了，有问题也能及时解
决，降低了养殖风险。去年，她向
公司提出要贷款，公司就给她担
保，现在又从农业银行贷到了30

万元，她对记者描绘道，“现在拿
到了30万的贷款之后，我有个计
划，我拿出一部分钱，把羊都换
成好的，把棚子搭好，把草料存

好，打好井，早点挣钱还上，而
且，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还上。”

这是一个最朴素的农村妇
女的话，她这样表达对农业银行
的感情，“我就觉得，就是亲哥
哥，亲姐姐也不如农行拉的我这
一把，我没精神负担了，我有钱
了，能好好养殖了。我感谢农业
银行，就跟我的及时雨一样。”

据了解，像李素娥这样依托
阳春奶业贷到款的农户，还有61

户，贷款余额1849万元，是农业银
行潍坊市分行探索产业链贷款
模式的重要体现。在这种“银行+

公司+农户”的资金链模式下，通
过贷款的发放，农户不仅享受了
银行提供的全套服务 ,并在企业
的担保下得到了银行的资金支
持,可以放心地发展养殖。

产业链全程：

一家银行的创新突围

服务“三农”是农业银行的市
场定位，更是农业银行的历史使命
和神圣职责。农业银行在县域金融
市场有着长期的服务经验，在网点
网络、品牌、技术、产品和资金等方
面有着明显优势。近年来，农业银
行潍坊市分行把支持农业作为投
放重点，重点支持农村产业化龙头
企业和农户贷款。

农业银行潍坊分行副行长贺
祥君谈及农村产业链贷款的时候，
这样讲道：“潍坊市是农业大市，农
村产业化龙头企业比较多，为解决
农民贷款担保难、农户贷款风险大
的问题，我们创新研发了农业产业
链农户贷款这一产品。我们认为产

业链模式，是解决农户融资难的比
较有效的途径。”

所谓的农村产业链贷款，是
指以担保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的产业链
作为信贷对象，向产业链上下游
农户发放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

在这种“银行+公司+农户”的
资金链模式下，多方取得了共赢：
通过贷款的发放，使农户不仅享受
了我们银行提供的全套服务,并在
企业的担保下得到了银行的资金
支持,可以放心地发展养殖；企业
培育了一批优秀养殖户,获得了大
量质量可靠优质奶源,满足了发展
需要；银行发放了贷款,在践行“服
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同时收获了利
润。银企携手,成功破解了养殖业
发展困境,可谓实现了农户、企业、
农行的“三赢”的局面。

据了解，在阳春乳业农业产
业链农户贷款成功实践的基础
上，农业银行潍坊市分行采取

“行业准入、一行业一方案、批量
运作、风险可控”的发展模式，又
先后营销了奶牛养殖、肉鸡、肉
鸭养殖等11个农业产业链项目，
花卉种植、黄烟种植、水貂养殖
等三个特色产业集群，以上项目
共储备农户贷款12亿元，目前已
经发放贷款3 . 8亿元。

创新的闸门一旦被打开 ,激
发的活力是无限的。政策创新带
动了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进而
形成模式创新，创新的合力是模
式创新的先导。从农村产业链贷
款模式，我们看得到，中国农业
银行在面向三农、服务城乡的道
路上越走越宽。

日前，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以下称“本报告期”)按
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未经审计合并业绩。
2013年上半年，新华保险总资产规模达到人民币
5310 . 5亿元，同比增加7 . 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人民币21 .9亿元，同比增长14 .9%。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513 .4亿元，健康保险和传统型保险占比明显提升，
市场占有率为8 .2%，位列中国寿险市场第四位。

资产管理方面，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投资
资产规模为5165 . 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 . 8%，增
长主要来源于公司保险业务现金流入。公司实
现总投资收益106 . 2亿元，同比增长45 . 4%。实现
净投资收益111亿元，同比增长21 . 1%，年化净投
资收益率为4 . 5%，较去年同期上升0 . 1个百分
点，主要是由于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债权型投
资利息收入的增长所致。

下半年，公司将持续推进“以客户为中
心”的发展战略，以核心客户群的需求为导向
推动公司战略转型；继续深化区域管理变革，
实现管理下沉；加强基础管理能力、投资能力
和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抓
住监管出台的各项有利政策，在风险可控的
情况下拓宽投资渠道，提升保险资金运用能
力。展望未来，公司将保持业务持续稳定的健
康发展，稳定市场份额。 (财金记者 薛志涛)

熬过了年中资金面奇缺的时段，货币基金
在下半年得以复苏。8月货基规模激增逾千亿，
这是继7月千亿资金回流后，货币基金的再度扩
容，逐渐接近历史规模高点。

另一方面，在资产规模迈入万亿大关后，基
金非公开募集业务在8月扩容减速，期间规模减
少40亿，但仍在万亿以上。

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与7月相比，8

月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增长1193 . 37亿，其中货
基再度成为扩容主力军。统计显示，8月货币基金
净值增长1002 . 65亿元，达到5098 . 96亿元，与5640 . 54

亿元的历史较高水平仅500亿左右的差距。
另一方面，此前狂飙突进的非公业务在资

产管理规模突破万亿大关后，8月有所回落，但
仍在万亿以上。统计显示，8月末基金非公资产
规模10391 . 91亿元，较7月末减少40 . 22亿。(丁宁)

新华保险公布2013年中期业绩：

净净利利润润2211 .. 99亿亿元元

货币基金复苏：

88月月规规模模激激增增逾逾千千亿亿

□ 周爱宝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
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又
几本。”周杰伦《烟花易冷》上
这句歌词恰好能反应人们对
王菲与李亚鹏这段婚姻结束
的感慨。上个周末，王菲的微
博突然曝出“这一世，夫妻缘
尽于此。我还好，你也保重。”
宣告人们眼中的爱情神话破
灭，有人宣称不再相信爱情。
但我的同事中秋节要订婚，而
大小酒店结婚的人扎堆。因
此，爱宝觉得，我们应该相信
爱情的存在，正如相信价值投

资的存在。
王菲的婚变消息一出，

QQ音乐就编辑了她的情歌20

首，从头到尾一样的苦情，让
人心中惆怅。其实爱宝更喜欢

《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有亲情
有爱情，有悲伤有豪迈。相信
这个中秋节有人听这首歌时，
会从个人经历出发思考亲情
和爱情孰轻孰重。谁说得清夫
妻久了是因为亲情还是爱情？
这是一个消费时代，名人的婚
姻和爱情都可以用来消费，商
家用来赚钱，消费者用他人的
悲情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感
谢王菲用她的执着演绎她对
爱情和婚姻的理解，天后就是
不同凡响。我们普通人只能仰
望不必模仿。

一位著名的基金经理人
说过：“坚持持有，你只会错一
次；频繁操作你会错很多次。”

这句话用在婚姻和投资上都
适合，因为人在本性上是不完
善的，有缺陷的，每一个人都
有无知的一面，有许多东西都
是一个人的知识所不及的。相
信王菲在唱歌方面的天份在
华人歌坛里少人能比，但在经
营爱情和婚姻方面与普通人
相比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唱
歌需要专业、天份，需要情绪
和执着，而婚姻不是，而婚姻
是两个人的事更增加了不确
定性。所以她的两段婚姻无疾
而终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从投
资角度上说，频繁换结婚对象
是不理性的，因为你不知道下
一只“股票”会不会比这一只
强。当然爱情与婚姻是充满了
个性化的东西，不能简单与投
资相提并论。

最后，再用一个寓言比喻
婚姻与投资的相似之处。伊索

寓言中说，二鸟在林不如一鸟
在手。年轻人寻找爱情总相信
大千世界肯定有一个钟情的
人，但选来选去错过了机会，
到头来孑然一身；或者是轻率
地对待婚姻一次两次……最
后发现得到的不如失去的好。
对一个成熟的投资者来说，林
子的鸟是投资对象，选择有内
在价值的长期持有才是正确
选择。

投资大师巴菲特现在单
身，他有一段婚姻和两段失败
的感情，看来婚姻比投资还难
做！最后祝福王菲：你怎样信
仰，你就怎样生活，你承受的
就是你选择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客
户群体的不断加大，保险公司
在产品、理赔不断完善的同时，
也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在今
年的保险服务质量调查中，有
更多的读者表示，选保险就是
选服务，在保险产品同质化的
同时，服务成为了各家保险公
司孰优孰劣的竞争关键，保险
业进入“比服务”时代。

日前，为了更好地服务客
户，我省多家保险公司纷纷开
展技能比赛和基本业务培训。

记者获悉，为提升员工沟
通技巧，更好地提高效率，服务
客户。华安保险山东分公司举
办了沟通技巧培训。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管理者360度高效无
缝沟通技巧，高效沟通之听、说
的技巧，360度协作的技巧等方
面。本次培训使参训人员清醒

认识到，有效的沟通对公司、对
个人尤其是各级管理人员的工
作都有重要的意义，任何问题
都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或改
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情景
演练及小组活动，使大家更深
刻地认识到，积极交流，及时沟
通，不仅仅每个人在日常人际
交往中必不可少的言语表达，
也是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服
务客户的重要方式。

除了沟通技巧过硬，提高
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对如何
服务有深刻的理解。

近日，山东泰康人寿“活力
说养老，优雅话幸福”宣讲大赛
暨“泰康好声音”第一届专题比
赛活动成功举办。据悉，本次比
赛活动主要是通过宣讲大赛的
形式，传播泰康保险产品与养
老服务相结合的创新商业模

式，借助大赛活动提升讲师技
能，更好的服务客户。比赛中，
每位选手精心准备，用图片、
音乐等丰富的资料全方位的
展示，或晓之以理、或动之以
情，各具风格，亮点纷呈，充分
将泰康养老社区“活力养老、
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
怀”四位一体的理念诠释得淋
漓尽致。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本次活动，参赛选手对泰康
的保险产品和养老服务有了
更加深入的理解，有利于为客
户更加生动详尽地讲解产品，
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而作为直接服务客户的
坐席岗位，服务水平如何显然

备受关注。中华保险培训中心
启动仪式暨95585专线坐席培
训班开班仪式正式举行。

据悉，日前，中华保险烟台
大学培训中心启动仪式暨“同一
个团队 同一个梦想”中华保险
95585专线坐席培训班开班。

中华保险山东分公司总
经理田振华在启动仪式上表
示，该公司将以本次培训作为
新的起点，虚心学习借鉴同业
公司的先进经验，在做好客户
服务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等
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提高客户
服务水平，力促公司品牌建设
再上新台阶。(财金记者 季
静静 通讯员 尹涛)

从从王王菲菲婚婚变变谈谈投投资资哲哲学学

苦苦练练基基本本功功 保保险险进进入入““比比服服务务””时时代代
多家公司近期通过系列培训和技能比赛提高服力客户的能力

数字财金

到群众中去 ——中国农业银行采访系列报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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