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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德州分行有关人士
介绍，制约农民贷款的最主要
原因是缺少抵押物，找不到担
保人。找到问题的症结，该行
对症开出“药方”。一方面创新
担保方式，引入政府资金为农
民担保。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测算，为其提供纯信用
网贷产品。在提供线上融资的
同时，该行还通过提供电商平
台，为农民缓解了农产品供销
脱节问题。

政银担联袂推出鲁担贷

6 月 29 日，山东鼎泰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一派生机盎
然的景象。走进梨园，翠绿的
叶子下掩映着很多刚结出的
小梨。

“你们看我的梨树长得多
好啊，这离不开农行的信贷支
持。”山东鼎泰沣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孙京梅告诉记者。

孙京梅说：“家有万贯，带
毛的不算，带叶的也不算。”因
为缺少抵押物，又不愿找担保
人怕欠“人情债”，从事农业种
植 8 年来，资金成了她最大的
痛点。

今年 2 月初，孙京梅急需
购进一批有机肥，可手头并没
有闲钱，一筹莫展之际，农行
的客户经理张杰给她推荐了
一款产品，不用抵押不用担
保，而且利息微乎其微。

2 月 14 日，200 万元的贷
款打到了她的户头。“简直是
天上掉馅饼，我高兴得一夜没
睡着觉。”孙京梅说。

她口中说的“馅饼”就是
鲁担贷。这项贷款是省委、省
政府推行的一项惠农政策。由
国家财政部和省财政厅联合
拨款 40 亿元，组建山东省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担保，
由农行进行放款。

齐河是德州市鲁担贷的
唯一试点县，鲁担贷最高限额
200 万元，实行优惠利率的同
时，省财政按照基准利率的一
半对贷款人进行补贴。孙京梅
一共贷了 200 万元，除去补
贴，贷款利息不足 5 万元。

鲁担贷创建了政府主导
下的政、银、担合作新机制，创

新了财政资金支农服务方式，
引导推动了信贷资金投向农
业，免去了农户提供抵押物的
后顾之忧，有效破解农民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了农
民增收。

鲁担贷自今年 1 月份推
出以来，已为 14 个农户授信
1500 余万元。

引入互联网“金融活水”

为了帮助农民通过互联
网融资，农行德州分行开通电
子渠道。打开微信公众号“农
行惠农通”，可以看到界面上
有惠农 e 贷、惠农商城、惠农
卡三大块内容。其中，惠农 e
贷可实现农民贷款在线申请
受理、自助提取、自助还款、自
助查询，并可通过兑换积分实
现优惠利率。

“我家距离县城的农行网
点将近 50 公里路，来回跑很
不方便。通过惠农 e 贷，足不
出户，在手机上动动手指，5
分钟就能拿到贷款。”齐河县
仁里集镇郭庄村养猪大户郭
方锋介绍。

郭方锋是农行的“白名
单”客户，今年 3 月初，由于生
猪价格下跌，卖猪就得赔钱，所
以他想暂时不卖种猪，直接购
进一批小猪仔，可手头流动资
金紧缺。通过惠农 e 贷，拿到了
10 万元贷款，顺利渡过了难
关。

惠农 e 贷月利率不足 6
厘，远低于市场价格。信誉良
好的农民可享受“折上折”优
惠，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也
不需要填写繁琐的申请资料，
从申请、审批、发放，整个贷款
过程都可通过互联网自助解
决，随借随还。

惠农 e 贷最大的特色就
是农行给“白名单”客户提供
纯信用网贷。那么，这款网贷
产品是怎样确定农户的信用
等级呢？

农行齐河县支行客户经
理于强介绍，该行选择线上线
下“两条腿”走路。围绕农民的
生产链、供销链、消费链，收
集、筛选、分析数据，通过“线
上+线下”构建惠农 e 贷村民
信贷档案数据库。

在线下通过整村推进建
立信贷档案等方式，积累数
据，在线下授信、线上操作贷
款。对线上数据比较丰富和成
熟的，农行总行通过大数据对
客户进行筛选，筛选出信用良
好的，列入“白名单”。名单中
的客户可以获得纯信用网上
贷款，免抵押免担保，享优惠
利率。

今年上半年，农行德州分
行惠农 e 贷较年初增加 6781
万元，处于全省农行领先水
平。

线上平台“联通”供销两端

除了聚焦“贷款”之外，农
行德州分行还搭建起基于惠
农卡的理财、缴费、电商交易
等农村生活金融平台，旨在提
升地方农产品交易量，通过
O2O 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供
销脱节问题。微商城就是其中
的一个缩影。

黄河大米、手拉空心挂
面……打开农行微商城，这些
特色农产品首先映入眼帘。

城市居民偏爱优质农产
品，但农民受物流分散、信息不
对称等因素影响，农产品滞销
时有发生。该行成立的平台可
以帮助客户把农村本土的商品
通过微信渠道销售出去。

除微商城之外，农行德州
分行还打造了农银 e 管家专
属供应商销售平台。这个平台
面对的是全国农行的客户，供
应商在平台上注册后，有机会
把本地商品通过网络向全国
各地的农行客户销售，提高农
产品销量。

“自从我的手机装上农银
e 管家，我们摇身变成电商，下
游经销商可在网上直接下订
单，后台将一天的订单汇总，
将产品库存、流量、存量、资金
结算量全部统计出来，既准确
又直观。我才安装了 1 个多
月，下游的经销商增加了好几
户。”齐河县胡官屯镇东盛惠
农农资销售部的负责人李静
高兴地说。

“农村金融互联网应立足
农村，服务农民生产、生活、消
费，在提供融资服务的同时，
还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
渠道。”农行齐河县支行副行
长谯立东如是说。

“惠农 E 商”社区模式

便利居民生活

傍晚时分，天空仍飘着小
雨，家住德州市德城区新领域
小区的王阿姨开始着手准备
一家人的晚餐。儿子儿媳工作
繁忙，早出晚归，身边只有几
个月大的小孙女儿。对于王阿
姨而言，一桌丰盛的晚餐意义
非凡。

但是，当所有的蔬菜都
洗净切好、只待下锅时，王阿
姨却犯了难——— 家中的食用
油用完了。距离儿子儿媳下
班的时间越来越近，王阿姨
连连懊悔，儿子儿媳工作劳
累，她太希望让他们能早早
吃上晚餐。眼下去商场买已
然来不及，小区超市虽然有
售，但外面正在下雨，下楼去
买油把小孙女儿冻坏怎么
办。在王阿姨焦急万分之时，
她突然想到小区新入驻的农

行“惠农 E 商”服务站点，早
前听那里的工作人员介绍，
小区居民只要登录“惠农 E
商”购物满 29 . 9 元，就会送
货上门，所幸当时在工作人
员指导下安装了“惠农 E 商”
软件，王阿姨立即登录平台
下单，不出几分钟，一桶食用
油便送到了家中。王阿姨接
过食用油欣喜万分，送货员
待王阿姨确认订单信息后便
转身走进茫茫烟雨中。

厨房很快响起了油锅翻
炒的声音，这个声音对王阿姨
而言，是如此温暖而幸福，在
远处，儿子儿媳正风雨无阻地
向家里赶来。

在新领域社区，像王阿姨
这样享受农行“惠农 E 商”便
利的人还有很多。

“‘惠农 E 商’社区模式作
为农行德州分行温情推出的电
商服务，致力于打造德城人民
自己的网上商城”。农行德州开
发区支行行长段旭光介绍。

作为一项惠民工程，“惠
农 E 商”以社区为主阵地，将
社区消费者纳入“惠农 E 商”
平台，减少中间商，消费者可
以直接从厂商或总代理处购
买产品。新领域社区上线一个
月以来，已绑定终端商户 300
余户，交易笔数 600 余笔，交
易金额 3 万余元，深受社区居
民的广泛好评。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农行
德州分行将把“惠农 E 商”社
区模式推向更多社区，力争让
更多社区居民享受普惠金融
服务和便利的商业服务。

（宫玉河）

农行齐河县支行发放全市首笔“鲁担·惠农贷”200万元，支持面积2000亩的齐河县鼎泰庄园做
大做强。图为农行惠农中心员工在梨园了解情况。

扎根于德州这块沃土的农业银行德州分行，始终把“服
务三农”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始终不渝地支持
和服务三农工作。除了积极实施信贷主流业务以外，还积极
开展金融创新，不断推出涉农领域最需要、最便捷的金融产
品，支农惠农成绩亮眼。到今年6月末，农行德州分行累计投
放贷款23 . 7亿元，全行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09 . 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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