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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业业扶扶贫贫打打通通金金融融精精准准扶扶贫贫路路
农行菏泽分行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累放贷款5 . 52亿元

近日，人行菏泽市中心支
行通报了2017年度菏泽市金
融机构综合评价结果。工行菏
泽分行在全市银行业金融机
构中排名第1位，位居最高等
级A级榜首，该行2017年工作
获得人民银行充分肯定。

提高重视程度，加强日
常管理。该行结合本行开展
的精细化管理活动，要求全
行充分认识监管趋严、要求
更高的形势，主动学习监管
政策、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积
极配合监管工作。同时出台
相应考核办法，细化责任分
工，强调问题责任落实和惩
戒办法。在日常管理中，明确
各类报告(表)等工作牵头部
门、配合部门及责任人，确保
责任清晰、落实有力。

强化货币政策执行，支持
区域经济发展。该行认真传达
学习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政策
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并在实
际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通过
努力，项目贷款对接、投放取
得新成效，在重点振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领域支
持力度更强；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执行有力、消费贷款创新
发展；小微金融服务更加高
效，全面完成“三个不低于”工
作目标；涉农贷款不断增长并
被迈出新步伐。

做好信贷风险管理，维护

区域金融稳定。大力完善风险
管控制度措施，积极推进信贷
精细化管理，强化担保圈、重
点领域、重点企业贷款风险防
控，同时积极处置不良贷款。
在区域金融风险防控中充分
彰显大行担当，除对经营暂时
困难企业分类施策积极做好
展期、再融资等风险化解缓释
工作外，积极履行债权银行牵
头行职责，协调相关银行共同
落实政府和监管部门决议，防
止和避免乱抽贷扩大风险。强
化金融稳定重大事项报告管
理，优化联系人队伍，做好规
定宣传、日常监测提醒、自查
和考核评价工作，确保重大事
项及时报告。

提升服务管理水平，强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优化服务管
理体制机制，成立渠道管理部
(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配备专
人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客户
投诉管理等工作，同时完善相
关工作制度，形成全行齐抓共
管格局。持续进行服务监测通
报、不良服务行为整治活动，严
抓服务投诉管理，客户投诉、有
责投诉显著减少。加强消费者
权益保护宣传，对内加强员工
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对外除利
用各渠道做好日常宣教工作
外，进行多次集中宣传活动，得
到监管部门肯定表扬、社会公
众欢迎。强化普惠金融工作内
部管理，根据人行和上级行要
求，细化明确分工，并做好日常
工作落实，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日常业务运行管
理，严格执行人行业务规定。
在跨境人民币业务、金融统
计、支付结算、交存准备金、
人民币业务、金融科技、代理
国库、征信、反洗钱等方面，
进一步强化员工培训教育，
使全行员工在掌握相关规定
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遵章守
纪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确
保各项业务合规办理。同时，
针对外汇业务国际收支申报
差错率较高实际，细致分析
原因，出台专门考核办法，提
高相关人员责任意识，同时
加强数据质量监督核查管
理，保证了国际收支申报差
错率大幅下降。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陈工）

2017年度全市金融机构综合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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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菏泽市巨野县
开发区李楼村万源家庭农场
的蔬菜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

“多亏了农业银行的贷款，农
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农场
的主人李培良指着成片的大
棚告诉记者。

李楼村是山东省重点扶
贫村，以前村里主要以种植小
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有限，
村里贫困户达到290家。近年
来，随着土地流转等政策的实
行，农民心思逐渐活泛，纷纷
思考新的脱贫致富途径，经过
考察，发现种植蔬菜大棚是一
条不错的致富路。思路有了，
但苦于没有资金，所以一直是
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效果
也不太理想。

农行菏泽分行巨野县支
行了解情况后，找到了急需资
金的李培良，为其申请贷款8
万元，利用农行贷款，李培良

承租流转土地近120亩，建成
标准化蔬菜大棚36个，年收入
达到40万元，率先实现致富
梦。

同样受益的还有同村的
贫困户王秀丽，她今年50多
岁，独立耕种土地比较困难。
王秀丽将自家土地流转给万
源农场，然后自己到农场打
工。“现在除了土地租金收入
外，每月在农场打工还能收入
1500多元，一年光在农场干活
就能有近2万多元收入。”王秀
丽兴奋的给记者算了一笔“收
入账”。

据了解，跟王秀丽一样实
现脱贫致富的贫困户，在李培
良的农场有30余人。在李培良
的带领下，村里经营大棚的越
来越多，李楼村也成了远近闻
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全村已
有21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致
富。

依托致富能人带农户 金融力量“贷”动产业脱贫

该行还在郓城、单县、成
武、曹县4家支行开办了融资
增信业务，积极推广“融资增
信+农户贷款”、“政策性担保
公司+农户贷款”等担保新模
式，取得较好成效。

郓城县鑫丰种植专业合
作社2014年被农业部、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评为农民专业
合作社国际级示范社。农行

通过“政策性担保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为其发放
全市首笔合作社贷款400万
元，解决其发展资金难题，带
动周边500余户农民发家致
富。截至2018年3月末，菏泽
农行累计办理融资增信贷款
82户发放贷款金额达1 . 17亿
元。

2018年，菏泽市将集中力

量完成7 . 2万贫困人口脱贫任
务。菏泽农行相关负责人透
露，该行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要求，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在帮助建档立卡人口脱贫
上下功夫，持续加强机制、政
策、产品和模式创新，不断提
升产业扶贫的深度和广度，为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贡献金
融力量和智慧。

探索金融扶贫路径 持续加大精准扶贫力度

农行菏泽分行坚持以特色农业、特色产业为依托，通过“扶
产业”，激活贫困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推进国家级、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县域骨干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对产业化龙头
企业累放贷款5 . 52亿元，带动一大批贫困人口实现就业脱贫。

深度调研 精准投放 金融点对点“问诊”产业发展

同样受益于农行产业扶
贫政策的还有巨野县麒麟镇
前冯桥村，该村地少人多，是
省级重点贫困村。在一次扶贫
调研中，菏泽农行工作人员了
解到该村有养殖传统，但都是
农户自己家庭经营，规模小，
效益差。于是，农行主动与村
里对接，带领村民外出考察，
精选有养殖技术的5户村民为
首批示范户。

村民刘培海有多年养狐
技术，但没有资金，一直无法
做成产业，巨野县农行为其提
供10万元专项贷款。有了资金
的刘培海，信心十足，加之精

心的管理，三年时间，狐狸存
栏量超过3000只，年收益到达
60-70万元。村民看在眼里，热
在心里。巨野县农行工作人员
借此机会请来畜牧专家进村
讲座，群众热情迸发，在农行
近3年130笔、900万元贷款的
支持下，该村养殖户很快发展
到50多户，狐狸、水貂存栏量3
万多只，前冯桥也成为远近闻
名的特种特种动物养殖专业
村。

除了资金支持，在实施产
业扶贫的道路上，农行菏泽分
行还充分利用自身渠道、资源
优势，为贫困村、贫困人口提

供技术、销路、结算等服务。巨
野县章缝镇三农种植合作社
是全省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
试点合作社，占地2000亩，入
社农户1000户，其中贫困户
185户。托管土地20000亩。10
个智能大棚每年育苗1000万
株，年纯效益480万元。作为该
合作社托管银行，巨野县农行
工作人员每月都到园区察看
座谈，尽力帮助解决困难，为
合作社资金合理、规范运作提
供了平台，助力合作社发展，
目前以建成集育苗、观光、采
摘为一体的专业生态园。吸收
周边贫困人口实现就业。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李志联 赵西彪 王磊

5月3日，为全面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倾听员工心声，郓

城农商银行召开以“不忘初心，绽

放青春”为主题的青年员工座谈

会。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利广主持

会议，党委成员、部室经理、及部

分青年员工共124人参加会议。

会上，每位青年员工饱含深

情讲述成长经历、工作感悟，及对

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情况，针对

农商行的体制改革、业务转型、经

营管理、队伍建设、产品创新、合

规建设等方面，提出有益的建议。

尹利广感谢大家的努力，并

希望：

一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

须把握人生航行，校正人生坐标，

明确知道“我是谁”“为了谁”“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认清前进方

向。

二是践行使命，忠诚担当。做

到“五个敢于”：面对大是大非，敢

于亮剑；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

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

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

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三、注重方法，掌握技巧。要

始终保持好学、慎学的良好学习

态度，勤磨多练，增长阅历，积累

经验。

四、坚定自信，永葆激情。珍

惜青春，燃烧激情，立足岗位，严

格履职，把基础工作做到极致。

（通讯员 韩修良 冯为国）

郓城农商银行召开

“五四”青年员工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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