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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农信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纪实

近年来，菏泽市农村信用社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质量

效益为核心，以提升服务水平、创建一流金融机构为目标，全

面推进改革创新、业务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各项工

作，保持了风险降低、盈利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可持续发展

能力明显增强。截止到11月底，各项存款683 . 4亿元，较年初增

105 . 15亿元，增幅18 . 18%；各项贷款453 . 97亿元，较年初增

54 . 71亿元，增幅13 . 7%。前不久，带领这个团队团结奋进、顽

强拼搏的山东农信联社菏泽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张效节，

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从紧货币政策和企业
融资难度加大的背景下，菏泽
农信社始终坚持让利“三农”
的原则，重点支持“五大基地
一大产业”发展 ,落实好各项
惠农政策。

在贷款利率上，实行差别
化利率政策，涉农贷款利率低
于一般贷款，信用等级高的农
户贷款利率低于其他信用户。
在贷款投放上，加大农村青年
创业贷款，农村妇女创业贷款
发放力度，支持农村青年、妇
女创业。在贷款办理上，简化
贷款程序，推行阳光办贷，限
时服务；履行社会责任，代理
政府补贴和农村社会保障资

金发放；大力开展“送科技信
息下乡”活动，把信息、技术送
到农民家门口和田间地头，培
育新型农民，为农民构架致富

“金”桥。合理把握投放节奏，
加强与畜牧局、农业局、城乡
建设局等农口部门的结合，进
一步加大苗木花卉、专业合作
社、畜牧养殖等实体贷款的投
放。推进信用工程建设，通过
信贷扶持鼓励一部分先富，让
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引领广大
农民走上共同致富之路。拓展
农村消费市场。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大力发展农民住房贷
款，支持农民自建房、购房等
住房消费行为。把握农民消费

需求增加的机遇，创新信贷产
品，逐步将城市居民的消费信
贷品种引入到农村市场，同
时，拓展对农村二三产业特别
是服务业的信贷支持，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大力扶持一批特
色产业的发展扶持，催生了一
方经济产业，目前，初步形成
了曹县的芦笋罐头加工、定陶
蔬菜大棚种植、鄄城人发制
造、东明西瓜、成武大蒜等产
业基地，不仅成为农民发家
致富的组织者、引领者，更为
支持新农村建设趟出了一条
新路，达到了“政府满意、农
民受益、信用社增效”三方共
赢局面。

做农民致富的引领者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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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
远村庄由于地理环境限制，
交通不便和金融支付结算手
段落后，一直是制约菏泽地
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屏障，本
来很简单的存取款业务却成
了当地百姓的头疼事。菏泽
农信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
众之所急，以“电子机具村村
通 、家 家 用 上 银 行 卡 ”为 目
标，攻坚克难，持续加大在偏

远村庄ATM、POS、信息机和
农金通的布放力度，加快推
进助农取款服务和“万村千
乡”建设，全力扩大农村金融
服务范围，真正为老百姓打
造全天候、深层次的现代金
融服务。此举有效解决了困
扰农户多年来的难题，支付
结算便利了，业务往来增多
了，农民的脸上露出了幸福
的笑容。目前，菏泽农信社电

子机具布设覆盖了全市万村
千 乡 ，p o s 机 覆 盖 率 达 到
100%，农金通覆盖率达60%
以上。

如今，在八县一区偏远
村庄的一个个助农取款服务
点如同一只只金花开在百姓
的家门口，乡亲们不出村就
能享受到现代的存取业务。
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致富
结算渠道，结算方式齐全，电

子化网络建设完善，拓展结
算业务服务方式，齐鲁乡情
卡、锦绣前程校园卡等银行
卡业务。288个营业网点开通
大小额支付系统，327个网点
开通行内汇划业务，302个网
点开通农信银支付系统，实
现全国农村金融机构、商业
银行之间的跨行资金汇划和
个人账户的跨行通存通兑；
可以与全国32省市区农村信

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
业银行办理个人帐户通存通
兑、实时电子汇兑、农信银全
国 银 行 汇 票 签 发 和 解 付 业
务；全市各联社营业部均可
签发、解付农信银全国银行
汇票，实现全国开通农信银
联行系统网点进行解付，资
金实时到账；网上银行、电话
POS、手机银行、短信通、国
际结算业务均已开通。

为农民送去现代金融服务

菏泽农信社密切关注中
小企业资金需求情况，探索
推广新型担保方式，加大营
销力度，突出对中小企业进
行信贷支持。召开中小企业
客户座谈会，了解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和企业资金流
动性情况，并详细了解了企
业的信贷需求情况；召开全
市业务调度会议，9家联社自
我加压，克服困难，努力拓展
客户，合理排布贷款投放区
间，不断加大实体贷款投放
力度。以业务创新为手段，重
点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发展，
引导组建信用共同体、企业
联盟，发放社团贷款、参与银

团贷款，试点探索土地流转
抵押贷款，有效解决中小企
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以

“满足资金需求，提供快捷服
务”为宗旨，进一步完善利率
定价机制，提高贷款审批权
限，简化贷款程序，推行阳光
办贷，限时办结，开辟“贷款
提速”绿色通道，全力支持菏
泽打造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
区科学发展高地。郓城作为
全国首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基地，素有纺织之乡、板材之
乡的美誉，辖内民营经济发
达，中小微企业众多。为此，
郓城联社将缓解中小微企业
发展中的融资难题做为重点

工作。针对中小企业资金需
求“短、小、频、急”的特点，该
联社采取“放水养鱼”，大胆
创新，对新型担保方式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在全市率先
推出了钢结构抵押贷款，积
极引导企业使用联保体抵押
贷款、一户多保抵押贷款、联
户联保体、仓单质押贷款等贷
款品种，并积极引入郓城县汇
通担保公司对企业提供担保，
实行利率优惠，满足中小企业
不同“口味”的需求，开辟一条

“贷款提速”通道。目前，全市
实体贷款余额340 . 3亿元，较
年初增加38 . 44亿元，新增占
比52 . 72%。

精心培育优秀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综合实力
的体现，是一个企业文明程度的
反映，也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
化为物质形态生产力的源泉。深
谙企业文化之道的省联社菏泽
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张效节 ,
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当作促进
改革发展的大事来抓，把企业文
化融入文明服务之中，深植在每
个员工心中，促进业务和企业文
化协调发展。在职工的文化生活
领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激发职工审美情趣，培养职工意
志，增强职工灵性。把文明服务
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打牢企业
发展的基础，强化职工主人翁地
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职工主观能
动性。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连续
六年冠名菏泽国际牡丹花会，先

后连续四年盛邀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国青年
民族乐团举办菏泽新年音乐会，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经典芭蕾舞
剧《红色娘子军》，组织员工自导
自演高水准菏泽市农村信用社
春节晚会，给菏泽市民奉献了一
场场丰盛的文化大餐，快速提升
了社会形象和农信品牌。为进一
步强化服务范围，深化服务意
识，菏泽市农村信用社加强精品
网点建设，开展规范化文明服
务。对外聘请专业化的礼仪服务
公司，全方位、高标准、严要求的
培训；对内充分利用全市内部培
训师队伍，对服务进行进一步跟
踪导入，全面提高服务水平，提
升网点形象和服务质量。

近几年，全市农信社先后有
20余项经验做法分别被人民银

行、银监局和省联社转发推广，
广西、河南等省内外13个单位近
300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新华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
报、中国农村金融等国家级重点
新闻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市领导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给予充分肯
定，市政府以菏政字〔2012〕2号
文件对“百千万”富民工程的先
进做法进行了通报表彰。菏泽农
信社先后荣获全国职工教育示
范点等国家级荣誉4项，省级先
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单位等
省级荣誉25项，菏泽银行业服务
质量“最佳百姓口碑奖”、菏泽市
最佳公共服务机构等市级荣誉
29项。菏泽市农村信用社综合实
力、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
高，为菏泽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朝气蓬勃的员工形象。

“百千万”支持下的“菜篮子”工程。

文明、优质的金融服务。

务实、向上的企业团队。
支持下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

通讯员 李中奇 张富贵 韦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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