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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平原县支行

“零接触”金融开辟服务新天地
“随着冬季的到来，各级政府

对后疫情时代防控提出新要求，
我一直为幼儿家长集中缴纳学杂
费一事头疼,开通农行掌银缴费
系统后，我现在宽心多了。”山东
省平原县桃园街道办事处中心幼
儿园园长颜培珍握住农行平原县
支行朝阳分理处主任姚相鹏的手
激动地说。

该行2019年以来开始推广
“智慧校园”场景建设，与本县近
十个中小学成功开展了合作。在
校学生注册农行掌行后，即可在
手机上自助完成学杂费缴纳。既
为后疫情形势下学生或学生家长
缴纳学杂费提供了便利，更为学
校财务工作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金
融服务。

“掌银缴费系统上线以来，我

校累计实现线上交易62000多笔，
交易金额超两千万元，农行累计
为学生安装掌银5800多个。过去
每到缴费时，我校都会临时抽调
十几个教师忙活十多天，现在好
了，收学生餐费真正实现了'无感'
办理。”该县第三中学财务科负责
人向农行客户经理述说。

“本来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没想到足不出户就办成了。”
该县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过去银行传统跨境汇款业务
要求必须到银行网点临柜办理，耗
时费力，非常不方便。农行客户经
理通过向企业客户发送操作指引，
并以电话方式全程在线指导网上
操作，使该企业顺利完成了一笔防
疫医疗设备线上跨境结算业务，真
正实现了从营销推介到业务办理

全流程“无接触”线上操作。
“银行业的本职就是经营风

险、管理不确定性，自去年年末以
来，席卷全球的疫情的发生，使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不确定性达到
了现代银行史上一个新的水平。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以个
人掌银和企业网银“两银”推广为
抓手，持续推进‘零接触银行’技
术变革，采用去人工化的全在线
业务，才能促进后疫情时代银行
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该
行行长刘在忠说。

实际上，除了存取现金和国
际业务之外，农行个人和公司类
贷款也已超半数实现了线上办
理。今年以来，该行成立专业柔性
团队，不断强化人力和财务资源

支持力度，制定“两银”营销推广
计划和网捷贷、微捷贷和惠农e贷
营销奖励办法，以公私联动、上下
联动形成营销合力，使“两银”月
活率达到了80%以上，跃居全市
农行系统第二位。前十个月该行
累计办理各类线上贷款8000多万
元，支持了一大批新型农村经营
主体、本县保障疫情重点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优化和
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与场
景，加大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微信银行等自助服务途径的资源
投入和营销力度，让金融服务更
多地融入广大客户的学习、工作、
生活等场景中去，让人们体验到
智能社会的高效金融服务。

(宫玉河 赵曙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

“三农”发展描绘了新蓝图。德州
农商银行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
在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方面成
效显著，我们必须把握战略机遇，
优化服务供给，更好地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德州农商银行为了更好地服
务当地农户，高效快捷帮助村民
发展产业，有效支持贫困户脱贫
致富，将营业网点设置在各大乡
镇，分设农金员数名，真正意义上
的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
金融精准扶贫方面，德州农商银

行始终抓住产业扶贫这条主线，
将支持特色产业与扶贫工作相结
合。德州农商银行开展了许多惠
农业务，如：鲁担惠农贷，鲁青基
准贷，乡村好青年，乡村振兴巾帼
贷等；还有许多针对小微企业发
展推出的贷款业务，为乡村发展
提供保障。疫情期间还为农民及
小微企业提供了复产资金，帮助
他们渡过难关。

“城乡融合”创造新需求。一
号文件从农村基础设施、城乡产
业融合、民生保障一体化等方面
提出打破传统城乡二元格局的有
效措施，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的新局面。这表明金融重心将由
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市场将衍
生出大量的新型金融需求，为德
州农商银行创新多元化、综合化
的金融服务提供了必要条件。

“普惠乡村”催生新动能。一号
文件指出，普惠金融重点在乡村，
同时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农村
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
网络覆盖步伐，开发适应“三农”特
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这为德州农商
银行强化科技引领智慧银行建设、
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有效手段。

“农地改革”孕育新模式。一

号文件明确指出，落实农村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
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并进一步
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

“三权分置”政策。同时研究制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充实农村
集体产权权能。这些制度性安排
为德州农商银行土地金融创新提
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德州农商银行时刻牢记“服
务三农”的工作使命，时刻把“精
准扶贫”工作放在第一位，用实际
行动为实现农村乡村振兴的宏伟
蓝图努力拼搏！ （刘冰倩）

乡村振兴，德州农商银行在行动

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平原农商银行将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其承担社会责
任、推进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大力
开展产品创新，主动服务“三农”和
实体经济，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

支持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多亏了平原农商银行给我们合

作社办理了20万元的“强村贷”，有了
这笔钱，我们的发展劲头更足啦!”最
近，平原县三唐乡芦庄村土地股份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万升一提起刚到
手的贷款就十分高兴。

近年来，平原农商银行持续助力
乡村振兴，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
满足各类群体的金融需求，结合土地
集约化、产业规模化趋势，以支持村
集体经济组织为重点，梳理全县275
家党支部领创办合作社清单，以整村
授信、客户经理驻村、党建共建为契
机，实现“清单式管理、跟踪式回访、
覆盖式营销”。从业务模式和产品服
务两个维度深化创新，将基层党组织
优势、农业产业化优势、金融优势串
联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在山东省农信联社的指导下，平
原农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助力农户
创业增收、产业帮扶的金融活水作
用，创新推广“大棚贷”“家庭亲情贷”

“乡贤备用金”“鲁担惠农贷”等产品，
有效破解农户贷款“抵押难”问题。其
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6 . 27亿元，
较年初增长1 .07亿元，增速7 .08%。

支持妇女群体创业
“经营的再好，规模扩大不了，也

只能是原地踏步。还好有平原农商银
行，这么用心服务老百姓的银行。在
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我发放了50万
元的鲁担巾帼贷，解决了我的资金难
题。”李秀云说道。近日，家住平原县
王庙镇辛庄村的李秀云获得了一笔
50万元的“鲁担巾帼贷”，解决了资金
短缺难题。李大姐常年以养殖为生，
具有丰富的养殖经验，现有存栏羊
300头，年出栏量1500余头，占地2000
平方米，平均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
元。近年来，李大姐生意一直比较好，
就想着扩大规模，再进一些小羊仔，
但手上的资金周转不足，这可难坏了
她。正巧这时，平原农商银行王庙支
行客户经理上门营销，得知李大姐这
一情况，该行向她介绍了“鲁担巾帼
贷”这一产品，得知这款产品不仅额
度高，利率还低，之前一直担心的资
金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李大姐高
兴的合不拢嘴。

据悉，平原农商银行为持续做好
女性创业的资金支持工作，继续加强
与妇联、行业协会、农业农村局、省农
担公司的沟通，在获取信息清单、争
取政策支持方面下足功夫。同时完善
相关机制，对“乡村振兴巾帼贷”建立
专项贷款标签，单独建档，开辟绿色
通道，畅通申贷办贷渠道，简化贷款
手续，加速审批办理，提高金融服务
效率。自“乡村振兴巾帼贷”推出以
来，截至目前，已发放“乡村振兴巾帼
贷”405户、金额2085万元，为女性创
业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刘中帅)

为持续做好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各项工作，
武城农商行董王庄支行按
照总行党委工作安排，选
取辖内董王庄村作为样板
示范村，有序开展，稳步推
进“整村授信”工作。截至目
前，已授信88户，授信金额
1 8 0 3 万元，授信覆盖面
28 . 85%，用信76户，用信金额
1056万元，存款业务方面，存
款户数90余户，金额280余万
元，智e通开户40余户。

统一思想认识，严格
督导抓成效。武城农商银
行董王庄支行按照总行党
委工作要求，紧急召开专
题会议，针对工作重点及
难点进行逐一分析，进一
步统一全行思想，成立整
村授信工作小组，形成“专
人专村、统筹兼顾”的工作
格局。定期开展整村授信
专题培训会，由该行业务
熟练员工针对整村授信工
作进行专题讲解，总行分
管领导班子定期参加，确
保培训会实效。定期针对
该支行制定的整村授信工
作配档表督导工作进度，
针对排名靠后的客户经理
进行约谈，扎实推动全行
整村授信工作进程。

加强授信力度，拓宽
渠道抓营销。积极寻求武
城镇政府的支持，加强与
董王庄村委的密切对接，
参与村两委组织的各项活

动，如参与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社保收缴和财
政补贴发放工作等活动，
多方发力，通过在活动进
行时人流密集处悬挂条
幅、发放宣传单页等方式
进一步扩大整村授信工作
辐射面，截至目前，共发放
宣传折页5000余份；开展
以惠促访专题营销，定期
走村入户进行授信宣传和
信息采集工作，并为客户
发放精美礼品，以惠促访，
增强客户粘度，为整村授
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搭建授信平台，精准
服务得实效。该行紧紧抓
住辖内协理员对于村镇人
熟地熟的优势，加大宣传
该行“坚持服务大众 践
行普惠金融”的服务理念，
在协理员的带领下，支行
行长亲自针对辖内养殖大
户、家庭农场等进行走访
营销，让授信客户既有面
子、又有里子，截至目前，
共完成35家养殖大户、家
庭农场0 . 18亿元授信额度；
通过对接镇政府、村两委、
实地走访获取村庄与农户
的基础信息，分别建立样
板村整体台账与个人分户
台账；根据村庄特色和行
业分布，不断创新信贷产
品，主推“大棚贷”、“农机
贷”、“信e贷”、“家庭农场
贷”等产品。

(高鹏 崔步青)

武城农商银行

整村授信为乡村振兴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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