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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超越·银行在行动

佳县农村商业银行

坚持支农支小 促进共赢发展
本报通讯员 刘阳

近年来，佳县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县域
经济发展主力军的区域性优势，不断加大
对新型农业、种植养殖业、有机红枣产业、
旅游业、民俗文化产业等的金融支持力
度，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降低农
户融资成本，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
地方经济与农商行的共赢发展。

支持小微企业和民生工程
佳县农商银行将 2016 年定为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精细化建设年”，2017年
确立为小微企业“服务质效提升年”，加
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明确支农支
小的市场定位，深入实地走访辖内小微
企业，摸清底数，对小微企业实行名单制
管理，准确掌握小微企业的实际经营状
况及信贷需求，并据此进一步细分小微
企业客户群体，对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
大、辐射带动力强的小微企业，打造特色
信贷产品，全面提供开户、结算、贷款、咨
询等常规性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强化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
合，拓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渠道，确保了

辖内小微企业的贷款覆盖率、综合金融覆
盖率、申贷获得率。

在服务民生工程方面，该行与县财
政、林业、社保等部门合作，承担了该县
55836户居民的社保IC卡的激活、县域养
老保险代扣代缴及相关财政补助等的发
放工作，方便了群众的同时，提高了行政
办事效率。

普惠金融助力脱贫攻坚
佳县农商银行积极贯彻落实金融扶

贫理念，对贫困户不良贷款实行差别对待
政策。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安排和部
署，要求客户经理要积极主动与管辖乡镇
负责贫困工作的联系人进行对接，加快贫
困户的评级授信工作，对符合扶贫小额贷
款条件且有信贷资金需求的贫困户开通
绿色通道，给予优先办理。对贫困户不良
贷款中的非主观恶意欠款，确因自然灾
害、气候、市场变化等原因导致贷款到期
无法归还的贫困户贷款，予以贷款借新还
旧和展期。

为有效满足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资金

需求，该行结合自身实际，大力推行
“5321”贷款模式，并根据贫困户致贫实
际，因地制宜、因户施策，采取“龙头企业+
贫困户”“农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种养
业大户+贫困户”等多种模式，积极支持贫
困户发展产业，加快脱贫步伐。

该行积极响应省联社关于实施农村
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号召，加大
ATM机、POS机、助农E终端等自助机具
在偏远乡镇的布放率，目前已基本形成以
网点所在乡镇为中心、个体商户和中心村
镇为轴线，基本可以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
的自助金融服务覆盖网。同时与商户建
立微信工作群，定期对商户反馈的问题进
行答疑解惑。

该行根据县扶贫办的统一部署和工
作安排，将全体劳动制合同人员充实到帮
扶责任人的队伍中去，并成立了扶贫工作
队进驻佳芦镇雷家老庄贫困村，于2016
年为雷家老庄村维修了村委办公楼，协助
政府相关部门新建文化广场并配备健身
器材、实施砖硬化道路“户户通”、人畜饮
水工程等，使该村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和保

障。按照“农户+公司”模式，协助该村44
户村民与佳县东奥牧业签订了生猪养殖
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填制明白卡，因户施
策，为符合条件的村民提供不同额度的扶
贫贷款，积极帮助该村实现产业脱贫。并
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为雷家老庄村捐赠办
公设施，金额约达6万元，该村现已成为
佳县精准扶贫示范点。

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增长点
借助金融机构助力追赶超越这一契

机，佳县农商银行将陆续推出“工薪贷”等
信贷产品，优化客户群体结构，提高贷款
客户整体风险抵御能力，并积极寻求与医
保、电信、电力部门等的合作，通过金融E
站建设，方便农户存取款等金融服务的同
时，不断提供新式新颖的便民服务，农户
可通过助农E终端查阅各地供货和销售
信息，缴纳各种生活费用。

同时，为了顺应新型能源汽车业的
不断发展，该行将在不久的将来与能源
汽车企业合作，推出汽车按揭贷款等贷
款新品种。

近年来，米脂农商银行以服务地方经
济为己任，围绕政府产业扶持导向，不断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信贷产品，积极
支持“三农”、中小微企业、创业促就业等
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信
贷结构，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普惠
的金融服务，走出了一条信贷支农惠民的
新路子。

截至2017年9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
额216347万元，较年初增加27420万元，
增幅 14.51%；今年累放贷款 210264 万
元，较去年同期累放增加20935万元，同
比增长11.06%。

实施普惠金融工程
近年来，米脂农商银行按照“政银联

手、银保合作”的工作思路，积极促进建
立健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用足用好政
府担保资金，足额发放民生贷款，全力扶
持产业扶贫。目前，该行涉及的相关贷
款有“创业促就业贷款”和“扶贫贴息贷
款”两个品种。

扶贫贴息贷款。今年9月，该行与县
财政局、扶贫办签订了“米脂县金融扶贫
合作三方协议”，县财政拿出1000万元作
为风险保证金，该行自筹信贷资金将保证

金放大10倍，面向贫困户和带动贫困户
创业的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不
超50万元的扶贫贷款，贷款按月利率基
准利率执行，贷款由县财政全额贴息。截
至2017年9月末，该行扶贫贷款共授信
1379笔，余额6061万元，其中扶贫小额贷
款投放1377笔，余额5961万元，扶贫产
业贷款投放2笔，余额100万元。

创业促就业贷款。该行通过积极沟
通，将“创业促就业贷款”保证金总余额增
加到了454万元，进一步强化了贷款风险
补偿机制。并开放了贷款绿色通道，全面
支持下岗职工再创业。截至2017年9月
末，该行创业促就业贷款共授信375笔，
余额2823万元，市场份额达到90%以上。

铺就农民致富路
对于建档立卡以外的贫困农户，米脂

农商银行以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为支撑，
按照“保本经营”的经营原则，开展种养业
试点工程，大力发放“阳光贷”，助力产业
脱贫。一是农业试点方面，为石沟镇党塔
村“米脂县志红苹果专业合作社”安装防
雹网发放25万元“阳光贷”，为“陕西银波
农产品有限公司”秋季新粮上市、粮食储
备，发放450万元“阳光贷”。二是畜牧业

试点方面，根据县委政府导向，大力支持
“佳米驴”产业，为孟岔村“米脂县鑫黎养
驴专业合作社”发放25万元启动资金，解
决了该合作社的燃眉之急。

今年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为该行全面
发放“阳光贷”打开了新局面。截至2017
年9月末，共发放“阳光贷”199笔，余额
4580万元。

银企合作成为“金钥匙”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米脂农商银行

坚定与县域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决心，坚
决“不抽贷、不断贷”，全面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助推脱贫攻坚。截至2017年9月
末，该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887万元，
较年初净增1707万元。

对于县域民营企业，该行着力支持
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日常管理
中，该行确定了对口网点开展上门服务，
鼓励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开
展“公司+农户+基地”“公司+协会+农
户”“产供销一条龙”等经营模式，不断提
高企业附加值，带动农民致富发展，为该
县民营支柱产业提档升级和脱贫攻坚奠
定经济基础。

运输业是农村青年创业致富的重要

途径。今年以来，该行经过调研和可行
性论证，将“个人商用车按揭贷款”作为
专营贷款产品分散至城区5家网点进行
贷款专营，各家网点与准入的5家汽车
经销企业一一对应，提高办贷效率，全
力加大对县域重点扶持企业的信贷支
持。截至2017年9月末，共发放商用车
贷款474笔，余额9769万元，无一笔欠
息和不良。

大力开展爱心助学
为了践行社会责任，帮助更多的贫困

大学生顺利进入大学校园，同时减轻贫困
生家庭经济负担，助力教育扶贫工作，今
年9月1日上午，米脂农商银行资助贫困
大学生“诚信圆梦”发放仪式再次在米脂
农商银行十二楼会议室举行，这是该行第
七年举办此项活动。仪式上，该行全体职
工纷纷踊跃捐款，用自己的爱心行动为贫
困大学生捐款27800元，商行捐款52200
元，共捐款80000元，全部捐助给今年高
考中成绩优异的20位贫困大学生每人
3000元，以及2014年该行资助的10名贫
困大学生每人2000元。

七年来，该行已累计捐助贫困大学生
111名，资助金额达75.4万元。

米脂农商银行

支持重点领域 信贷支农惠民
本报通讯员 栾磊

学习先进事迹
本报记者冯军 通讯员贾艳摄影报

道 近日，神木农商银行组织机关全体
人员观看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
楷模”黄大年同志的专题教育片。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
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黄大年毅
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刻苦钻
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
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今年1月
8日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

看完教育片后，该行员工纷纷表示，
黄大年同志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
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
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他甘于奉
献、不计得失的爱国情操和忘我拼搏、教
书育人的使命担当值得全行员工学习，
全行员工要以他为标杆，从自身做起，从
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中国梦、商行梦贡
献智慧和力量。

图为神木农商银行员工观看专题教
育片。

证监会：

强化对年末突击调节
利润行为的监管

针对每逢年末一些上市公司突击进行
重大交易或会计处理调整，借以扭亏摘帽、
规避连续亏损戴帽、暂停上市以至退市的情
况，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回应说，
证监会将强化对上市公司年末突击进行利
润调节行为的监管力度，交易所将聚焦上市
公司年末突击进行利润调节行为，同时，证
监局将视情况开展现场检查。

常德鹏1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上市公司年末突击进行利润调节，会导致企
业财务报告无法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报告
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果
上市公司利用缺乏商业实质的资产出售、突
击性债务重组等特定交易制造利润，通过随
意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人为价值
量调整等方式操纵利润，甚至配合二级市场
炒作，还会严重损害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扭曲资本市场正常的定价机制
和优胜劣汰的市场功能，不利于资本市场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对此需要从严监管。

（据新华社）

网络平台非法杠杆交易增多

中国互金协会提示
远离风险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10日发布提示
称，近期通过各类网络平台非法从事多种金
融产品杠杆交易的活动增多，其中存在较大
的金融和社会风险隐患，呼吁社会公众远离
违法违规交易。

协会表示，各类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
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应严格遵守国家金融
法规，不得为此类非法金融交易提供服务。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单位应加强自律，
抵制非法金融交易行为，不为其提供服务。

协会呼吁，社会公众应认清非法金融交
易活动的本质，自觉抵制高收益诱惑，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远离违法违规交易，谨防因
交易违法造成自身财产损失，如发现违法犯
罪活动线索，应立即向主管部门反映或向公
安机关报案。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