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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农信社助推当地经济发展，支持全县建起100多个农业示范园、300多个养殖示范区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通讯员 贾存华 赵婷

发放300万贷款

解决苗圃老板资金困境

走进商河县郑路镇史洼村，
郁郁葱葱的花卉苗木将整个村
庄和田野装扮得十分美丽。随着
城乡一体化和生态环境建设步
伐的加快，史洼村村民史振廷经
过调查发现，发展绿化苗木种植
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2012
年，史振廷通过多方筹集资金，
以每亩1000元价格承包了村里
的300亩地，并联合该村5户村民
注册成立了商河县首家苗木花
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天野绿
化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虽然建起来了，但引进苗
木的钱却没了着落，资金不足成
了史振廷的一块“心病”。正当他
为筹集资金犯难时，当地信用社
了解情况后，多次组织信贷人员
上门调查摸底，实地考察，并及
时为他办理了300万元贷款。

在当地信用社的贷款扶持
下，史振廷先后投资400万元从
外地引进了速生金丝垂柳、金叶
女贞球、冬青球、北美海棠等40
多个苗木花卉品种，经过近两年
的精心管理和培育，苗木花卉长

势喜人，行情一路走高。如今该
合作社已发展成为集苗木花卉
培育、观赏、销售为一体的专业
化生产基地，总价值达1200万
元。该合作社的苗木花卉由于品
种齐全、造型优美，不仅在我省
济南、东营、潍坊、文登等地十分
畅销，而且远销北京、天津、河
北、江苏等十多个省市和地区。
说起发展历程，史振廷打心底
里感激当地信用社贷款资金的
大力支持。

为加快全县现代农业发展，
县农村信用社立足当地农业产
业实际，不断改进服务模式，创
新贷款品种，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近年来，县农村信用社每年
累计发放“三农”贷款在30亿元
以上，今年以来新增贷款4 . 1亿
元，重点支持了全县的高标准大
棚菜种植、畜牧规模化养殖、涉
农企业、农业示范园(区)、家庭
农场、农业合作社等科技农业和
新型现代化农业发展。

通过信贷扶持，全县发展蔬
菜种植20多万亩，支持发展畜牧
规模养殖小区300多处，支持全
县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建起
了100多个农业示范园，300多个
养殖示范区，农民人均增收3000
多元。针对农业龙头企业信贷资
金需求，农村信用社先后向乡村
绿洲、恒基珍禽等十多家特色农

业龙头企业发放贷款5000多万
元。同时对辖内从事蔬菜、畜牧
两大行业的11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385名合作社社员发放贷款
980万元，辐射带动农户、个体工
商户3000余户。

贷款帮助站南养殖业

年获纯利1700多万元

商河县韩庙镇站南村是一
个拥有625户回民的少数民族
村，该村70%以上的农户有着牛
羊养殖的传统历史，但由于以前
多数农户以散养模式为主，难以
形成规模效益。2009年，经村支
书董建民组织和牵头，该村计划
以合作社形式将散养户集中起
来发展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实
施集约化养殖，但由于自有资金
不足，董建民便想到了农村信用
社贷款，当地信用社了解情况
后，及时组织信贷人员上门进
行考察，并通过农户联保方式
为董建民办理了30万元贷款，
在信用社的贷款支持下，该村
从东北引进了100头优质肉牛品
种，注册成立了“商河县民运肉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随着养殖规模和资金需求
的不断加大，当地信用社信贷人
员在上门考察的基础上，逐步扩
大贷款授信额，加大信贷扶持力
度，每年累计为该合作社发放贷
款3000多万元，近年来，已累计
为该合作社投放贷款上亿元。
2012年，在农村信用社的支持
下，民运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投
资1700多万元引进了一批优质
肉牛品种，并联合会乐、金牛、瑞
鑫三个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占地面积达1 . 5万平方米的“民
运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目前该合作联社肉牛存栏

量已达8600余头，拥有职工38
人，已发展成为集养殖、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一条龙企业，产品畅
销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沈阳
等国内许多大中城市，辐射带动
养殖户近800户。2013年该合作
联社被授予“农业产业化经营市
级农业龙头企业”。

据该村村支书、民运肉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董
建民介绍，“合作联社引进的这
些优质肉牛品种肉质好、育肥
快，四个月就可以出栏，一头牛
纯赚1000多元，一年养两至三
茬，剔除养殖成本后，年获纯利
1700多万元，我村能发展到今
天，多亏了农村信用社的大力
支持啊。”

为加快商河县工业经济发
展，近三年来，累计发放中小企
业贷款30多亿元，先后支持宏
业集团、雅娟高科、法瑞钠焊接
器材、明达建材等120多家中小
及民营企业更新产品设备，扩
大生产规模。今年以来，先后走
访对接重点和新落户企业110
余家，并与30余家企业达成贷
款合作意向2亿多元。针对县域
民营企业、经济组织信贷资金
需求，县农村信用社推出了民
营经济组织联保贷款和粮食、
棉花仓单质押等新的贷款业
务，企业可在授信额度和期限
内周转使用，有效解决了中小
企业资金周转不足的难题。通
过信贷支持，目前全县发展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120余家，市级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30家、农民
专业协会89家、农民专业合作
示范社69家。

信贷产品多元化

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

为有效满足城乡经济多
元化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需
求，打造特色产品营销网点，
按照专业网点、营销专业产品
的思路，不断加大信贷产品创
新力度，先后推出了农村青年
创 业 、下 岗 失 业 人 员 小 额 担
保、汽车消费、个人住房按揭、

“银泰通”商铺按揭贷款等一
系列信贷新产品。目前，已累
计 发 放 小 额 担 保 贴 息 贷 款
2300多万元，累放农村青年创
业贷款 8 5 0万元，累放商铺按
揭贷款 1 . 8亿元，累放个人汽
车消费贷款 6 8 8万元。为解决
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农村信用
社推出了“大联保体”、信用联
盟等贷款新业务，目前已组建
大联保体 3 0 9组，吸纳联保体
成员4 7 0 0余名，授信贷款2 . 6
亿元，组建农户信用联盟2个，
授信贷款 7 0 0万元，组建商户
信用联盟1个，授信贷款210万
元。

商河农信社先后开办了24
小时ATM自助银行、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农民自助服务终端、
电话 P O S 等多种电子银行和
网上银行等业务，实现了“业
务操作自动化、信息处理网络
化、社会服务多元化、客户结
算电子化”的目标。目前全县
2 8家营业网点安装了网上银
行自助服务终端和网银体验
机，实现了网点自助服务全覆
盖。目前，先后在机构网点安
装2 4小时ATM自助存取款机
3 9台，安装POS机 1 5 3 0台，在
各行政村安装助农取款POS机
960台，在距离乡镇信用社偏远
的48个行政村安装了农民自助
服务终端，农民足不出村就可办
理存款、取款、缴费等自助金融
结算服务。

特特色色信信贷贷产产品品介介绍绍
“幸福之家”个人

一手房按揭贷款

是指农村信用社向借款
人发放的，用于借款人购买首
次交易的住房(即房地产开发
商或其他合格开发主体开发
建设后销售给个人的住房)的
贷款。

1、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0
年。

2、贷款利率根据国家差
别化利率执行，首套房贷款执行
人民银行规定贷款基准利率。

3、贷款额度根据购房合同
及个人房产套数差别化执行，首
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购房价格
的30%。

“爱乐家”个人

二手房按揭贷款

是指借款人向农村信用社
申请的用于购买再交易住房的
贷款。

1、购买住宅的，贷款期限不
得超过20年；购买商业用房(含
商住两用房)的，贷款期限不得
超过10年。

2、贷款利率根据国家差
别化利率执行，首套房贷款执
行人民银行规定贷款基准利
率。

3、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所
购住房全部价款或评估价值(以
低者为准)的70%。

个人汽车消费按揭贷款

是指农村信用社向个人客
户发放的、用于从我社特约经销
商处购买汽车的人民币贷款。

1、汽车贷款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3年(含)。

2、贷款利率参照商河联
社个人汽车按揭消费贷款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给予利率优
惠。

3、除低风险担保方式外，
汽车消费贷款额度最高不得
超过购车价款的70%，具体参
照商河联社个人汽车按揭消
费贷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
行。

小额担保贷款

农村信用社与人社局就业
办合作，为有资金需求的个体
工商户、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人等自然人发
放的贷款。

1、享受财政贴息，即由国家
财政支付贷款利息，借款人不支
付利息。

2、降低借款人融资成本，为
个体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资金
支付、高品质的信贷服务。

农村青年创业贷款

农村信用社与县团委合
作，贷款主要应用于农村青年
从事种养殖业、畜牧业生产、
农产品深加工及市场拓展的
项目，鼓励采取“项目+基地+
农户”的方式，带动周边群众
共同致富。

1、着力解决农村青年创业
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完善农
村青年创业服务体系，引导和帮
助农村青年就地创业。

2、给予创业青年贷款利率
按照农村信用社的同类贷款利
率下浮30%的优惠政策。

“银保贷担保池”贷款

“担保池”业务是指专业担
保公司与借款人共同存入一定
比例的保证金，形成资金池，该
资金池与担保公司共同为池内
借款人在我社申请贷款提供担
保的业务模式。按照加入担保池
借款人主体不同，分别设立“银
保贷”小企业贷款、“银保贷”个
体经营贷款。

1、拓宽客户营销渠道，批
量进行贷款操作，提高了工作
效率。

2、操作手续简化，担保措施
简单有效。

3、借款人以自身信用便
可获得融资，避免了互保带来
的风险。

4、我社给予利率优惠，降低
借款人融资成本。

“银泰通”系列贷款产品

“银泰通”系列贷款是农
村信用社与泰商诚置业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泰商诚”)共
同合作，提高泰商诚商户购房
贷款、经营贷款的专项系列产
品。“银泰通”系列贷款针对不
同客户群体，设计开发“银泰
通”系列产品。

1、申请时间短、授信审批
快，可满足正常生产经营性贷
款需求，提供灵活的贷款担保
形式，有效解决融资难、担保
难问题。

2、商户信用联盟贷款客户
贷款可由开发商提供担保，解决
担保难的问题。

3、根据“银泰通”系列贷款
实施利率优惠。

商河县农村信用社作为该县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最
多、服务范围最广、资金规模最大的地方性合作金融机
构。目前，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3亿元和30亿元，业务规
模和市场份额在全县金融机构中居首位。近三年来，农村
信用社累计投放“三农”贷款150亿元，解决了全县农民、
农企发展的资金困境。

信贷业务服务机构及咨询电话

贷款产品名称 业务开办网点 咨询电话

“幸福之家”个人
一手房按揭贷款

联社营业部 84879231

商中路信用社 84876360

“爱乐家”个人
二手房按揭贷款

联社营业部 84879231

商中路信用社 84876360

个人汽车消费按揭贷款
钱铺、商中路信用社 84800209

联社营业部 84879231

“银保贷担保池”贷款
公司业务部（小微企业） 84875360

联社营业部（个体商户） 84879231

小额担保贷款

主办网点 商中路信用社 84876360

协办网点

孙集信用社 84780033

龙桑寺信用社 84640108

胡集信用社 84822887

玉皇庙信用社 84756158

农村青年创业贷款 各乡镇网点均可办理

“银泰通”系列贷款产品 联社营业部 84879231

业务咨询电话：84889149 投诉电话：84887056

▲农信联社理事长肖建华

商河县农村信用社

金融服务在身边
主办单位：商河县发改委、人民银行商河支行、齐鲁晚报《今日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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