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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
工程，加大金融电子机具布放力
度，合理布放离行式自助设备、设
立自助银行或银亭，大力开办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在供销社、农
资连锁店、农副产品批发店、电信
运营商和便民店等组织开展助农
取款服务，在村镇地区，大力推广

“农金员+农金通+自助设备”模
式，构建功能完善、方便快捷的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并以助农服务
点为依托，通过悬挂条幅、张贴海
报、散发宣传单、报纸、电视等方
式，提升农户金融意识。至2015年3

月份，银行卡总量646万张，投入
运行“农金通”、自助设备、银联
POS机1 . 7万台；设立社区银行72

处、自助银亭21处；电子银行客户
50万户，让农民足不出村、社区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现代金融
服务。

2015年，全市农信社将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四项工程”“五

大主导产业”发展规划，主动适应
经济金融新常态，转方式、调结
构、强措施，以支农、支企为己任，
加大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
力度，为菏泽实现“科学赶超、后
来居上”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主要目标是：新增贷款100亿元，
余额达651亿元；全年纳税力争达
10亿元；年内再成立鄄城、单县2

家农村商业银行。全面贯彻落实
人民银行、银监局货币信贷政策
和监管要求，围绕“一村一品”、都
市农业、城郊农业、观光农业、特
色农业等发展需求，助推农民增
收致富奔小康；围绕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企业、规模以上服务服务企
业、资质内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
发企业等“四上”企业需求。为解
决农户、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推
行德国小微贷技术，各行社全面
设立贷款受理中心，公布受理电
话，实行集中受理、定向派单、实

时考察、限时办结，只要符合条
件，不用请客、送礼、找熟人就可
以获得贷款；成立客服中心，提供
咨询、回访、提醒等服务，提高服
务效率。针对农民贷款没有抵押
物或不足值问题，结合政府土地
流转及交易平台建设的推进，加
快办理土地流转贷款，激活农村

“沉睡”资金。针对客户需求不同
和市场变化，再量身定做一批新
产品，如信用贷款、准抵押贷款、
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水面
抵押贷款、城镇化建设贷款、住房
消费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钢结构
抵押贷款、应收帐款质押贷款、仓
单质押贷款、林权质押贷款等，最
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要。在经济
下行期，为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
断裂，实行“放水养鱼”“雪中送
炭”，绝不“釜底抽薪”。建立完善
借新还旧、分还续贷、还清再贷等
方式，实行“无缝隙”对接，以最快
速度、最高效率、最优质量开辟新

的贷款绿色通道。进一步深入推
动人行“电子金融机具全覆盖”工
程和银监会“金融服务进村入社
区、阳光信贷、富民惠农金融创
新”“三大工程”，大力布放自助银
行、自助银亭、农金通，加快发展
普惠金融、社区金融，构建城区

“五分钟金融服务圈”，建设“社区
金融服务中心”和“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切实打通金融服务“三农”

“最后一公里”。为实现阳光办贷
承诺，加强社会监督，结合“反腐
倡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严打内部“吃拿卡要报”，严打客
户顶名贷款、改变用途、挪用资
金、用于高利贷等形成的不良贷
款。针对“失信者”“赖账户”以及
逃废债行为，通过征信系统纳入
黑名单，在其乘坐高铁、飞机、入
住宾馆等方面给予限制，打造良
好诚信环境。

◆网上银行
主要分个人网银、企

业网银。安全性高，实用方

便，网络速度快，能通过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账汇

款、购物消费、代收代付等

交易，并开通了代收电费

功能。同时，信用社网上银

行实行行内、跨行业务手

续费全免标准。
( 1 )个人网上银行分

为大众版和专业版两种，

为个人客户提供账户查

询、网上支付、代缴费等

金融服务，能够买足不同

层次客户的各种金融服

务需求，您只需要登录山

东省农村信用社网站，足

不出户便可享受7*24小

时的便捷、安全、可靠的

服务。
( 2 )企业网上银行为

企业客户提供账户查询、

转账汇款、代发工资、电子

商业汇票等金融服务，能

够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各

种金融服务需求。只需登

录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网

站，足不出户便可享受7*

24小时的便捷、安全、可靠

的服务。

◆电话银行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开

设的统一电话银行号码是

“96668”。利用电话自助语

音和人工服务方式为客户

提供账户信息查询、转账

汇款、缴费支付、口头挂

失、密码修改、业务咨询等

金融服务的电子银行业

务。在山东省辖内农村信

用社营业机构开有账户的

企业或个人，均可申请成

为电话银行的注册客户。

◆手机银行
分为短信版、WAP

版、客户端专业版三种。它

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将客

户手机连接至银行，实现

利用手机界面直接完成行

内转账、实时汇款、账户查

询等银行操作。客户均可

在本地市内任意营业网点

办理手机银行的签约手

续。签约时应提交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银行卡、手机

号。

◆支付宝快捷支
付(含卡通)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与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合作开发的网上支付

业务。客户通过柜台将支付

宝账户与银行卡签约绑定

后，无需登录网上银行，直

接通过支付宝账户，凭支付

宝支付密码即可通过支付

宝支付平台从绑定银行卡

上支付消费款项。

◆短信通
客户账户因存取款、

转账支付、刷卡消费等引

起账户资金变动时信用社

通过手机短信方式为客户

提供账务变动信息通知的

服务。银行卡账户、存折账

户、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等

可以本市地内任一网点开

通短信通业务。

农村信用社业务介绍

有信通卡借记卡、齐
鲁乡情卡、锦绣前程校园
卡、泰山富农卡、生肖卡、
淘宝联名卡、公务卡、VIP

钻石卡、学前资助卡等。

1 .泰山·福农卡
主要面向县域及县域

以下从事农村具体生产经
营活动的农民、种养殖大
户、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
业业主等发行。具备普通
借记卡的存取款、结算、消
费等全部金融服务功能；
小额信贷功能是“福农卡”
业务的核心，持卡人可凭
卡向发卡单位申请小额授
信，审批通过后，持卡人将
获得授信额度，用信时提
前向发卡银行按照规定申
请办理即可，随用随贷，余
额控制，循环使用，支付便
利；可以与众多涉农商户
合作。持卡人在与中国银
联签约的涉农商户可以通
过“福农卡”购买到质量可
靠、价格优惠的农业生产
和生活资料。

2 .信通卡借记卡
由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组织发行的、带有“银联”
标识的磁条银行卡，信通
卡按发行对象的不同，分
为单位卡和个人卡。个人
卡按功能的不同，分为普
通卡、理财卡、联名卡和员
工卡。具有存取现金(单位
卡除外)、转账结算、消费、
查询等功能。可以开立多
储种、各档次定期和活期
存款账户，实现卡内活期
账户与定期账户互转。普
通卡可另申请两张附属
卡，附属卡可对主卡内的
活期存款提现、购物消费、
续存，主卡对附属卡的取
款金额进行限制。凡在信
用社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
单位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个人，均可申领信
通卡，不需要提供担保。信
通卡可实现系统内跨省、
省内柜台通存通兑；可使
用国内、国外加入“银联”
网 络 的 自 动 取 款 机
( A T M ) 、自 动 存 款 机
(CDM)、自动存取款一体
机(CRS)、消费终端(POS)

等办理存取现金、转账结
算、消费、查询业务。可以
用于代发工资、代缴话费、
水电费等多种代理收付业
务。

3 .齐鲁乡情卡
齐鲁乡情卡是信用

社面向社会发行的银行
借记卡，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可凭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信用
社各营业网点申领。齐鲁
乡情卡分为主卡和附属
卡，主卡可对附属卡的取
款金额进行限制。具有信
通借记卡的全部功能，无
起存金额，无有效期限
制，享有手续费优惠，可
以开立各储种、各档次定
期和活期存款账户，实现
卡内活期账户与定期账
户之间的互转。在省内异
地柜台办理现金取款、转
账取款业务每卡每日最
高限额分别为 1 0 0 0 0元

(含)人民币，现金存款、转
账存款无限额。齐鲁乡情
卡还可以在全国带有“银
联”标识的自动取款机取
款和POS机上刷卡消费。

齐鲁乡情卡的发行，
有效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民
工携带现金风险大、汇款
难的问题，为农民工兄弟
提供了方便、安全、快捷的
资金汇划服务。

4 .锦绣前程校园卡
锦绣前程校园卡是

农村信用社面向高校学
生特别发行的借记卡，具
有信通卡的全部功能，无
附属卡，无起存金额，不
能透支，只供持卡人本人
使用 ,不得出租和转借。
锦绣前程校园卡有效期
为四年，有效期内学生持
校园卡在全省信用社柜
台办理业务实行免费。该
卡可以开立各储种、各档
次定期和活期存款账户，
卡内活期账户与定期账
户之间可以实现互转，可
在全省农村信用社营业
网点办理存、取款、转账、
查询等业务，还可在全国
带有“银联”标识的自动
柜 员 机 ( A T M ) 取 款 和
POS机上刷卡消费。全省
高校学生可以学校、团
委、院(系)或班为单位，集
中到就近的农村信用社
营业网点办理。在柜台办
理省内异地现金取款、转
账取款每卡每日最高限
额为10000元(含)。锦绣前
程校园卡四年有效期内，
持卡在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柜台存取款、转账，系统内
ATM存取款、转账均不收
取手续费，有效期满后，本
卡自动转为普通借记卡，
不再实行手续费优惠。

5 .生肖卡
功能与信通卡一致，

加入12生肖传统文化，卡
面设计更人性化，迎合客
户多样化需求。

6 .公务卡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泰山如意公务卡 (以下简
称“公务卡”)是山东省农
村信用社辖内法人机构
(含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
银行 )针对各级财政预算
单位的日常公务开支及
财务报销，并兼顾个人消
费，向其内部工作人员发
行，给予持卡人一定信用
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
度内先消费、后还款，以
人民币结算的支付结算
工具。公务卡属于银联标
准人民币贷记卡，具有信
用消费、转帐结算、存取
现金等功能，可在带有

“银联”标志的自助设备
和发卡机构指定的网点
及特约商户使用，且交易
均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7 .学前教育资助卡
学前教育资助卡是省

联社为落实山东省学生资
助有关政策推出的面向享
受山东省学前教育政府助
学金政策的受助学生和儿
童发行的一种银行卡品
种。

◆信用社银行卡

菏泽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菏泽农信社”)现辖菏泽农商银行1家市级农商银行，成武、郓城农商银
行2家县级农商银行，曹县、定陶、单县、巨野、鄄城、东明6家县级信用联社，368个营业网点，从业人员近6000人，是全市网
点最多、服务最广、业务齐全、资金雄厚的综合性地方金融机构。

近年来，菏泽农信社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面向‘三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县域经济济”
的市场定位，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大力支持了菏泽市主导产业、骨干企业、小微企业和城乡统筹发发
展，为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至2015年3月末，全市农信社各项存款903亿元、各项贷款
591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第5位、全市金融机构第1位，存、贷款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7%和39%；2014年度实现各项收入
63 . 3亿元，实现经营利润25 . 4亿元，纳税5 . 9亿元，居全市纳税大户第4位；2014年度经营指标综合考评居全省农信系统第
3位。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工作优秀组织单位等国家级荣誉8项，省级文明单位等省级荣誉38项，金融支持菏泽科学发展突
出贡献奖等市级荣誉56项。多个亮点被人民网、农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农村金融等媒体采访报道，得到省联
社和市委、市政府等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针对农村经济形势变化，着
力扶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
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帮扶返
乡农民工、农村青年、农村妇女等

致富创业。至2015年3月份，支持下
岗失业小额担保贷款3402万元；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6家，
累计发放贷款8 . 21亿元；支持农民
合作社16家，累计发放贷款3720万

元；支持种粮大户268户、累计发
放贷款2782万元；支持养殖大户
1305户，累计发放贷款2 . 42亿元。
继续大力推进“百千万”富民工
程，打造全国知名支农惠农信贷

品牌，扶持专业示范村1259个、致
富带头人1 . 36万人、专业示范户10

万户，累计发放贷款9 . 4万户、77 . 1

亿元。

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认真落实市政府政银保农、
银企对接，积极参与人行“2014年
牡丹区金融产品展示暨银企对接
会”和银监局“金融知识进校园”
活动，组织开展“帮助客户渡难
关”等多种信贷服务活动，走访、
调查、了解企业资金需求情况，做

到不抛弃、不放弃，与困难企业携
手抵御风险，渡过难关；优先满足
小微企业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等项目的信贷资金需
求，优先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小
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开

展应收账款、仓单、存单、收益权
等抵质押方式，探索小微企业产
业链信贷营销模式；开办住房按
揭、汽车消费等消费贷款业务；对
优质企业客户，克服单一联社资
本净额低的不利因素，组织联社
积极开办银团和社团贷款。至

2015年3月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7亿元，较年初增15亿元；汽车消
费贷款余额6205万元，较年初增
3501万元；落实签约企业291户、
55 . 6亿元；新增小微企业贷款49亿
元、大中型企业贷款30亿元，社团
贷款78户、余额58 . 4亿元。

主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大力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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