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行速递

■许  兵

近期，围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对就业、消费带来的不利影响，从

中央到地方都在鼓励发展地摊经

济。为地摊经济量身提供更接地

气的金融服务，既是银行履行社会

责任、助力“六稳”“六保”的要求，

也是加快自身业务发展的内在需

要。笔者认为，金融支持地摊经济

发展应从产品、渠道、政策入手，加

快经营转型，让服务更接地气。 

聚 焦 痛 点，强 化 产 品 创 新。

摆地摊的经营者多数为个体或家

庭，这类群体从事的生意本小利

薄，对成本较为敏感。对此，银行

应坚持普惠原则，积极研发推广门

槛低、操作便捷、费率优惠的线上

结算、融资等产品，切实减轻地摊

经营者的负担，提升其基础金融服

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对此，基层

行可大力推广全渠道收款、无需提

现手续费的“聚合收款码”，及线

上申请、随用随贷的小额信贷产

品，在让利地摊经营者的过程中，

做大业务规模。

找准难点，推广线上渠道。一

些摊点规模虽小，但具有鲜明的特

色，颇受广大客户欢迎，经营流水

也相对较大。但这些摊点多数没

有线上展示渠道，自身开发、搭建

线上渠道也存在较大困难，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销售规模的扩

张。银行可以充分借助自身金融

科技优势，加强与地摊市场管理服

务机构的联系，筛选特色小摊，利

用微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

为其提供展示、销售平台，既可以

帮助经营者扩大商品宣传，也可以

增强自身渠道的吸引力。 

疏通堵点，完善支持政策。地

摊上游连着商品、食材等小微企业

供应商，下游连着普通消费者，对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

对地摊经济发展形成制约。银行

应积极完善普惠政策，探索发展地

摊经营者为普惠金融受益者，充分

利用“纳税 e 贷”、信用卡、手机银

行等产品，延伸支持上游小微企业

供应商发展，带动下游客户扩大消

费，畅通地摊经济链条，扩大普惠

金融服务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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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着力
让金融服务更接地气

建言见智

本报记者罗进报道  针对生猪产业

发展新形势，农业银行江苏分行有针对

性地建立客户名录，围绕规模化养殖、

屠宰加工、运输流通、饲料生产等生猪

全产业链，切实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截

至 5 月末，该行已累计向 463 户生猪

养殖客户发放贷款 7.73 亿元，余额达

12.61 亿元。

为促进生猪产业稳产保供，江苏

分行督促各行加强名单制管理、实施团

队平行作业，加大生猪养殖户信贷支持

力度。泰州姜堰养殖能手朱炳根从事

生猪养殖 10 多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计划再购进种猪，但流动资金

出现短缺。当地农行工作人员主动上

门调查，3 个工作日就向其发放个人经

营贷款 150 万元。“原本以为手续会很

复杂，没想到贷款资金很快就打到我的

账户了，购买种猪有着落了。”朱炳根

高兴地说。 

江苏分行引导各行加强与农业农

村局、财政局、银保监局等部门对接，精

准把握生猪行业政策。该行下发年出

栏 5000 头以上生猪养殖客户、生猪产业

龙头企业、生猪产业重点项目名单，加

大营销力度。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

公司是全国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今年计划扩大养殖规模，但一直无法解

决担保难题。南通分行第一时间与江

苏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接，

成功解决企业难题，对其发放贷款 500

万元，确保其及时采购饲料。 

江苏分行发挥信贷杠杆作用，引导

各地就近配套发展生猪屠宰加工业，推

动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江阴

市澄记肉食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从事生猪屠宰的企业，猪肉主要供应无

锡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以及周边地区超

市、菜市场等。随着学校开学、企业复

工复产，猪肉供应量迅速增加，急需采

购优质生猪，但遇到了资金难题。江阴

利港支行得知后，迅速为其发放 300 万

元贷款，支持企业增加产量。

江苏分行还积极支持饲料加工企

业。安佑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猪饲料生产、养猪场建设等于一体

的高科技生物饲料集团企业，其产品覆

盖全国 26 个省市和东南亚地区。年初

以来，太仓分行已为安佑集团累计发放

贷款 2.8 亿元。同时，还通过“助业快 e

贷”“惠农 e 贷”等产品，为安佑集团下

游企业提供信用方式线上融资服务。

江苏分行强化生猪全产业链金融支持

通化分行精准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本报讯  农业银行吉林通化分

行立足本地实际，扎实开展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营销，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 6 月 16 日，该行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达 3.4 亿元，较年初增加

7828 万元。

为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通

化分行积极打造一批符合金融基本

规律、有区域特色、能让贫困人口受

益的扶贫好模式、好政策、好产品。

大力推广“脱贫贷”“助保贷”“产

业扶贫贷”等金融扶贫重点产品，

确保贷款投放精准、扶贫成效明显。

积极对接定点帮扶贫困村，多次走

访了解贫困户情况，帮助研究解决

农产品销售渠道，推荐开展苹果、绿

优米种植，调整农业结构，以产业发

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王焕连）

■通讯员   郑祺勇

农业银行浙江绍兴分行坚守服务

“三农”初心，当好金融服务“三农”主

力军，用好“惠农 e 贷”这一“拳头产

品”，加大农户贷款投放力度，以信贷

“甘霖”为农业生产播洒“及时雨”，“贷”

动当地农产品稳产保供。截至 5 月末，

该行农户贷款余额达 52.33 亿元，比年

初增加 6.49 亿元；“惠农 e 贷”余额达

48.87 亿元，比年初增加 9.91 亿元。

开辟绿色通道

绍兴分行开辟助农信贷绿色通

道，努力实现农户贷款“当天受理、当

天审批、当天放款”，及时满足广大农户

生产资金需求。今年前 5 个月，该行

已累计为 1 万多户农户发放贷款 30.34

亿元，一笔笔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为

农业生产带来“及时雨”。

枫桥镇三江村村民章飞玲 2012

年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在村里种植水

稻 60 亩、果树和榧林 100 亩。今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收账款未能及时

收回，导致其在水稻播种时节遇到了资

金难题，无法购买农用物资。了解到情

况后，绍兴枫桥支行主动上门对接，加

班加点办理有关手续，开辟绿色通道，

加强上下联动和部门联动，于 2 月中旬

及时为章飞玲发放 15 万元贷款，解决

了其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使稻田得以

正常播种，不误农时。

缓解担保难题

为加大“三农”金融服务的广度和

深度，绍兴分行根据农户金融需求新特

点，深化与市农业局、乡镇政府、担保公

司等合作关系，积极探索银政、银担合

作模式。

绍兴分行抓住当地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出台优惠担保政

策的有利时机，着力解决农户担保难抵

押难问题。截至 5 月末，该行已与 4 家

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合作，通过银担合作

为 3700 多户农户发放贷款 10 亿元。

“农行真是帮了我大忙，感谢农

行！这么快就把 30 万元贷款发放到我

手里。”收到资金到账的短信后，嵊州

市甘霖镇石岱山村村民张君林立刻打

电话给农行客户经理表示感谢。张君

林自 2015 年起就在凤凰窠村承包 60

亩土地种茶。今年受疫情影响，村里设

置了关卡，各种物资运输受到阻碍，人

员流动也减少了。眼看春茶开采在即，

在当地疫情影响逐步降低的情况下，张

君林想筹备恢复生产。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他拨通了当地农行客户经理的电

话，想请帮忙解决资金困难。

得知该情况后，绍兴嵊州市支行

立即安排 2 名客户经理上门进行实地

走访，了解张君林的资金需求，为其制

订了一套金融服务方案。针对农户缺

少担保的情况，该行迅速对接浙江省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解决了其担保难

题，贷款很快发放到位。

推进线上服务

绍兴分行用心用力推进互联网金

融服务“三农”，积极开展整村推进农

户建档工作，以行政村为单位，调查记

录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掌握优

质农户生产经营、金融需求等信息，实

现“一村一表”“一户一档”。该行还推

广农户“自画像”平台应用，全力打造

“产业＋农户”精准支农模式。

为让农户享受互联网金融在贷款

申请、还款续贷、贷款发放等方面的便

利，绍兴分行强化“惠农通”微信公众

号应用，吸引更多农户关注并使用该公

众号，提高其线上申请贷款成功率。今

年前 5 个月，该行在线上累计发放农户

贷款 1.5 万笔、金额 16.16 亿元，有效降

低疫情对农户备种、备药、备肥的影响。

管志新是绍兴市上虞区灵运村种

粮能手、灵新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该合作社主要开展粮食规模化生产和

育秧。今年，管志新计划扩大水稻种植

面积，需要一笔资金购买农机和秧苗。

绍兴上虞章镇支行了解情况后，向他推

荐了“惠农 e 贷”。在农行客户经理指

导下，管志新用手机线上申请了 40 万

元农户贷款，资金到账后及时用于备耕

育秧。为方便他日常资金结算，章镇支

行还为管志新安装了一台“惠农通”机

具，可使周边村民足不出村享受便捷的

现代金融服务。

为了菜果飘香米粮丰
农业银行浙江绍兴分行助力农产品稳产保供二三事

本报讯  农业银行山东曲阜

市支行紧盯当地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登记赋码工作进度，逐乡

逐镇对接，积极营销农村“三资”

管理平台，成效明显。截至目前，

该行开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

411 户，实现对已登记赋码的 11

个乡镇覆盖率达 100%、基本账户

开户率达 100%。

曲阜市支行明确专人专班，

建立与曲阜市农业农村局、各乡镇

政府沟通协调机制，联合召开农村

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会议，宣传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综合服务方案和

开户优惠政策。该行辖属各营业

网点与所包乡镇的经管站站长现

场对接，达成合作意向。该行还借

助曲阜市举行农村会计年度培训

会的时机，大力宣传自身产品和服

务优势，为后期整乡整镇推进、批

量开户营造良好氛围。同时，设置

开户率、对公产品覆盖率、存款余

额和系统贡献度 4 个指标，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营销工作纳入综合

绩效考核，强化督导问责，压实工

作责任。 （刘文新）

山东曲阜支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营销

盘锦分行营销线上贷款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  “农行这 62 万元贷款

放得真快！”辽宁省盘锦市一家米

业公司负责人感慨道。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农业银行盘锦分行得

知该公司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第一

时间向客户推荐了线上小微企业信

贷产品“资产 e 贷”。通过农行企业

网上银行及掌上银行，短短几分钟

内就向企业成功发放贷款。

盘锦分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金融服务工作，通过畅通线上

融资渠道，及时解决企业复工复产

资金难题。截至 5 月末，该行累计

发放“资产 e 贷”“纳税 e 贷”等线

上贷款 223 笔、总金额 1 亿元。对

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盘锦分

行实行名单制管理，给予精准支持

和差异化信贷政策。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

受困企业，严格落实“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政策。同时，加大线上

贷款支持力度，丰富客户线上自助

融资渠道，用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支持企业发展。 （张鹏   张雷）

农业银行广东顺德乐从支行积极开展“6·14 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

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客户讲解征信知识，并就客户关心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营造

良好社会信用氛围。 黎家惠摄影报道

在“6·14 信用记录关爱日”，农业银行广西贺州富川县支行开展征信知识

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客户宣传普及征信报告涵盖内容、运用及查询等方面知

识，引导客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练明  李昭慧摄影报道

宣传征信知识  关爱信用记录

支持重点景区升级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山西分行为三晋文旅产业赋能
本报记者梁晨霄报道  农业银行

山西分行紧紧围绕地方政府规划，为

文旅产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突出支

持 5A 级景区、乡村旅游、“三个人家”

（黄河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家）等重

点领域，积极把文旅贷款打造成绿色

信贷、县域贷款的重要增长极，助推山

西省经济发展转型。

2019 年，山西分行与山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三

年内将投放贷款 100 亿元，支持重点

景区提质升级、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该行不断加强与省文旅厅、省委宣传

部对接，及时了解跟踪文旅项目规划、

建设情况。以县域旅游开发建设贷款、

高等级景区收益权支持贷款以及智慧

景区场景建设为抓手，主动对接省内

5A级景区和优质4A级景区金融需求，

先后与山西皇城相府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乡宁

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建

立信贷合作关系，助力景区升级改造、

新建优质项目和智慧场景建设。截至

2020 年 5 月末，该行已实现文旅产业

授信 7.1 亿元，向平遥古城、皇城相府、

恒山等景区开发企业发放贷款 5.99 亿

元；围绕云冈石窟绿色协调发展规划，

投放贷款 3.3 亿元，支持景区开展文物

保护、外部环境整治和配套设施改善。

新冠肺炎疫情下，乡村游、周边游

成为大众出游的热门首选。对此，山

西分行积极推广“乡村旅游重点村贷”

产品，联合当地文旅部门共建乡村旅

游重点项目库，切实加大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的金融支持

力度。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康

家坪古村民宿改造项目发放固定资产

贷款 5000 万元；以“惠农 e 贷”为基

础创新推出“乡村旅游贷”系列产品，

现已向乡村旅游经营户发放“太行人

家贷”“黄河人家贷”等共计 1242 万

元。

山西分行把旅游场景作为场景

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山西省文旅产

业“一个软件、一个系统、一个平台管

全省”的部署，主动对接省政府主导搭

建的“云游山西”智慧旅游云平台，打

造“智慧景区”项目，为景区商户提供

线上售票、线上景点管理、多业态商户

管理等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经

营，一站式对接山西省旅游景区。目

前，该项目已在恒山、悬空寺等景区上

线，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购票，提

高了景区出入口通过效率，减少了游

客等待时间。推广 H5 智慧停车系统，

实现无感支付、自助预缴款，破解景区

停车缴费时间长问题。

山西分行还积极创新非遗传承小

微企业贷款产品，支持非遗文化产业

发展。该行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贷”，支持山西非遗文化传承发展，

现已发放贷款 300 万元，支持平定砂

锅、“潞王虎”等非遗项目生产。

本报讯  日前，农业银行河南

平顶山鲁山县支行召开全行业务

推进会。会上，该行下辖鲁阳分理

处就“周末走市场”营销情况作典

型发言。这是该行开展“周末走

市场”活动的缩影。

鲁山县支行高度关注市场需

求变化，近期合理安排本部人员和

网点轮休人员，利用周末时间，综

合运用线上线下产品，上门为客

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在活动

中，该行外拓小分队带上精心准备

的产品宣传材料和移动 PAD，开

始“扫街”走市场，细心为客户讲

解农行最新政策和优惠活动，耐心

为客户答疑解惑。根据客户需求

有针对性地介绍农行聚合码、智能

POS、掌上银行、纳税 e 贷、惠农 e

贷、乐分易等产品，受到客户好评。

截至目前，该行通过“周末走市场”

活动，营销掌上银行 400 余户、聚

合码 500 余户、Ⅰ类账户 200 余户、

信用卡 300 余张，营销活动取得明

显成效。  （陈海  陈凯阳） 

河南鲁山支行“周末走市场”营销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