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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 聚焦

农信 故事

“这个客户很能吃苦，家里养着100多
只羊，是村里养殖量最大的一户。今年3月
份，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他需要周转资
金，就为他授信 10万元的额度，他经常使
用，每月都能够及时把利息结清，是我们
的一个优质客户。”在回访客户的路上，蒲
县农商行乔家湾支行副行长乔大强向记
者简要介绍着客户的情况。在蜿蜒曲折的
山路上行驶了20分钟左右，来到了席银才
的家。

走进席银才位于木坪村的家，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三座大型的彩钢瓦棚，棚内不
时传出一声声咩咩的羊叫声。席银才的妻
子正在棚内为羊群添水，一只只羊伸长脖
子争先恐后抢着喝。稍等片刻，席银才开
着满载玉米秸秆的农用三轮车回来了，他
顾不上卸车，连忙热情地招呼乔大强进
屋。“大叔，最近情况怎么样？”“好着哩！最
近 羊 长 得 好 ，价 格 也 好 ，一 切 都 挺 顺
利！”……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
来。在谈话中，乔大强边听边记，顺利完成
了例行的贷后回访调查工作。席银才感慨

地说：“还是你们农商行的服务好，不仅给
我办理了10万元的授信额度，而且每月在
回访中，碰到我在生产经营上有难题，还
能够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有时还给我介
绍客户。自从和你们打上交道后，真是收
获多多啊！”

2014年，木坪村的一部分村民响应政
府号召开始养羊，席银才便是其中的一
位。选址、建设、购羊……席银才充满了干
劲。一年后，由于政策的原因，当地开始了
封山育林，席银才的羊从放养改为圈养，
这也让他的养殖更加辛苦，每天天不亮就
得给羊投放饲料。“虽然圈养比较辛苦，既
然选择了，我就得好好干，不能半途而

废。”席银才说，他现在每年能有10万元左
右的收入，比在外打工挣得多，而且还比
较自由。

席银才养的羊品种是萨福克，肉多、
生长快、繁殖率高是它的主要特点。席银
才说：“我养殖的羊主要是以繁殖为主，专
门卖羊羔，由于羊的品种比较好，很多客
户都喜欢。只要有了羊羔，就有羊贩子上
门收购，根本不愁卖不出去。羊羔长到 15
公斤左右就能够出售，一只15公斤的羊羔
能够卖到 1000元左右，每年能够卖出 100
多只。”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不能半途而废。
席银才在养殖的道路上一直踏实前行。

他说：“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只要有个致富的路子，就要坚持下来，不
能因为有困难就放弃，养羊也不是特别
难的事，只要做好防疫，辛苦一点总能够
赚一些。”

养殖的路上就怕没有足够的资金支
撑。“现在就有足够的底气搞养殖，为啥？
因为我的身后有蒲县农商行的支持，这就
是我最大的靠山，只要有资金需求，随时
能够在乔家湾支行获得资金支持。”席银
才坚定地说。

作为一家以服务“三农”为主的金融
机构，蒲县农商行是辖内客户最坚强的后
盾。乔大强说：“像您这么有干劲、有信誉
的客户，我们肯定会大力支持。”在回访结
束后，席银才卸下玉米秸秆，又急匆匆开
上三轮车为羊群准备过冬的草料……

连日来，一场场授信现场会、一次次
入户走访在槐乡大地的农村火热上演，
为群众送去急需的资金和金融知识，受
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洪洞农
商行大力开展“全面授信村村全覆盖”活
动中的情景。

不出村得到授信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商行动、普
惠金融、零售致胜”全面授信工作，让老百
姓享受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优质的金融
产品，从10月20日到11月15日，洪洞农
商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全面授信村村
全覆盖”活动，先后在 39个行政村召开

“全面授信”现场会，持续加大支农支小、
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贷”动当地群众发
家致富，为乡村振兴的纵深推进和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农商行力量。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洪洞农商行
制定了“全面授信”工作的考核方案，严
格考核，挂图作战，确保每个办贷机构行
动一致、持续跟进、力度不减。各机构按
旬在多点、多村同时联动发力，一体推进

“全面授信”在乡村落地、生根、发芽。活
动中，特别邀请乡镇、村“两委”负责人出
席，组织村民代表、信用户代表踊跃发

言，让他们以切身感受讲述授信给自己
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引起村民共鸣，纷纷
参与到授信工作中。

10月 30日，在甘亭镇南杜村举行的
“全面授信”现场会气氛热烈，领到授信
牌的村民个个喜气洋洋。洪洞农商行党
委副书记、行长闫忠红满怀激情地说：

“服务‘三农’是农商行的宗旨，我们要急
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让群众不出村就
得到授信，满足发展生产的需要！”南杜
村党支部书记薛红顺高兴地说：“十分感
谢农商行来我村开展授信，有了授信，群
众发展生产就有了底气，一定会加快发
展，增收致富奔小康。”

家门口办理业务

在每场“全面授信”现场会上，洪洞
农商行把服务、产品、人力、资源集中到
一起，特别是瞄准农户生产生活、商户资
金周转需求，使用全面授信数字化信贷
平台，利用 pad手持移动端，结合惠农 e
贷、惠薪 e贷等信贷产品优势，向群众现
场办理授信。

客户经理分组对村民挨家挨户进行
信息采集，“面对面”进行调查评定，“点
对点”进行授信用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获贷、用贷。现场会所到之处，受到广
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有的村
民带着工作人员到自家果园、养殖场开
展调查评定，有的当场打电话与子女商
量办理贷款事宜，有的在自己授信后又
将亲朋好友带到现场……万安镇枣坪村
村民乔师傅获得 10万元授信后喜上眉
梢，他说：“这下有了‘备用金’，发展生产
再不愁资金了！”10月27日，左木支行在
授信现场会上为受灾的两户村民分别发
放“暖心贷”10万元并给予利率优惠，拿
到贷款的村民激动地说：“授信解决了我
家的燃眉之急，真是非常感谢！”

据统计，目前洪洞农商行已累计为
全县 2241 户群众授信 2.05 亿元，用信
9650万元，既为群众生活锦上添花，又为
老百姓致富雪中送炭，让贷款变得更阳
光、简单、便捷。

金融知识在身边

“人无信不立，没有诚信寸步难行。
一定要讲诚信，呵护好自己的征信！”“不
要相信‘天上掉馅饼’，严防电信诈骗，保
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洪洞农商行
工作人员在现场会上向群众讲解各种金
融知识，把授信现场会“妙”变成了金融

知识宣传会。
工作人员在现场会和入户走访过程

中，向群众宣传个人征信知识，向预授信
用客户宣讲贷款逾期影响、失信被执行
人惩戒，让“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成
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为。他们还通过发
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以案说法、答疑
解惑等形式，把最新的金融政策及反假
币、反欺诈、反洗钱、存款保险等各类金
融知识，送到群众手中，真正打通金融服
务乡村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洪洞农商行在现场会上搭建
了信贷、理财、存款、晋享e付、晋享生活、
中间业务、电子产品等各种金融产品的
推广平台，让村民亲身体验各种农信产
品、享受便利金融服务。

洪洞农商行党委书记徐海港信心满
满地表示：“这次活动成功举办标志着洪
洞农商行‘推进全面授信，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下一步，洪洞
农商行将纵深推进‘全面授信’工作在全
县遍地开花，将实事好事真正办到老百姓
的心坎里！”

走进襄汾县南辛店乡西徐村村民
徐红拴家的大门，院内堆满了从村民
处收回来的红薯，院子角落里整整齐
齐摞着装红薯的包装盒。正是在这个
院内，“西徐红”牌红薯走向了全国各
地。徐红拴说：“我们村种出来的红薯，
由于土质的原因特别好吃，但是之前
由于一直没有好的市场销路，只能卖
出每公斤 3元的价格，现在每公斤 10
元，并且供不应求，已经成了襄汾县的
一个特色农产品。”

农民出身的徐红拴，把家乡的红
薯卖到全国各地，一直是他的目标，为
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要想价格卖
得好，首先品质必须得有保障。”为让红
薯能有好的品质，徐红拴在原有的基
础上进行了提升。2017年，他成立了更
新源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注册了“西徐
红”品牌，他与社员们一同努力，做好红
薯的种植和销售。他说：“注册品牌，是
为了让外边的人能够更好地记住我们
村的红薯，如今，效果达到了，更多的人
买红薯只认我们的‘西徐红’。”

如何提升红薯的品牌影响力？徐
红拴给出了答案：不仅要质量、口感
好，而且包装也要“高大上”。为此，他
专门设计了富有家乡特色、外观精美
的包装盒，在装红薯的时候，还有专门
的红薯网套，他说：“我们的红薯一般
都是在网上销售，为了在运输途中不
会使红薯损伤，网套是必备的，这样才
不会对我们的品牌有任何损毁。”

提起网上销售，徐红拴告诉记
者，2017年是最艰苦的一年，当时他
在各种网站上都开设了网店，可是由
于品牌影响不大，销售量一直上不
去，他为此事一直发愁。转折发生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徐红拴说：“我当时
在朋友圈发了一次，外地的战友看见
就买了几箱。我发现这也是一种销售
渠道，就开始在朋友圈大量发布信
息，效果不错，而且还推荐他们在拼
多多、淘宝上我们的网店里进行购
买，就这样，慢慢地网上市场打开了，
销售量也在不断上升。”

红薯的销售量打开了，但是自己
的红薯产量跟不上了。好不容易打开
的市场，决不能因此而断送。徐红拴
说：“我就开始收购村民们的红薯，在

每年的 10月份左右正是红薯销量最
好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向村民们进行
预订，但这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我就
向襄汾农商行南辛店支行提出了贷款
申请，没想到工作人员看到我的申请
后，马上就进行了实地调查，及时发放
了 8万元的资金支持，这使得我能够
有充足的资金收购村民们的红薯，也
让我的网店经营得越来越好。”

作为本土银行，南辛店支行一直
关注着辖内的群众发展，在好的项目
上，该支行会积极给予支持。南辛店支
行行长曹宽说：“只要群众的致富意愿
强烈，并且有好的想法，我们都会大力
支持，当初也是看到徐红拴的思路好，
而且他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像
这样的情况，我们肯定会大力支持。作
为专门服务‘三农’的一家银行，这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在南辛店支行的大
力支持下，徐红拴的资金一直不愁，网
店经营得越来越好。

“在发展的路上，南辛店支行的帮
助功不可没。”徐红拴说，“下一步，我计
划引进更好的红薯品种，同时带领村
民们共同发展，与他们一同闯出一条
康庄大道。”

说话间，徐红拴把一箱箱包装好
的红薯搬上三轮车，他高兴地说：

“现在红薯的销售已经到了最后阶
段，这是客户已经订好的，把这些红
薯送到县城的快递站，就得为下一
年做准备了。”

小雪时节，新一波冷空气的到来让天
气愈发寒冷。而翼城县南梁镇牛家坡村的
烘干房内却是一番火热景象。只见村民把
一朵朵金丝皇菊从筐内取出，整齐地码放
在方形的盘子内，再放到烘烤架上，等待着
进入烘干炉。另一边刚刚出炉的花朵，散发
出的浓浓香味充满了整个房间。

“那片小的试验田只有2.7亩，去年我们
把它开辟出来种植金丝皇菊，没想到成品花
采摘后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村党支部书
记胡波指着远处的试验花田说道。自 2020
年以来，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指导下，牛家
坡村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特色农
业+农户发展”的新路径，通过“种—产—深
加工—销”模式，开始种植金丝皇菊，并改造
利用村里的茶坊进行深加工，制作成金丝皇
菊茶，亩产效益达到8000元以上。

“咱信用社的人前段时间还来帮我们
采摘呢，再加上前期给予的贷款支持，他们
为我们村金丝皇菊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胡波对翼城联社的倾心支持铭记
于心。牛家坡村发展金丝皇菊种植产业，翼
城联社一直在关注，并及时给予支持，让花
农的产业梦逐步实现。

“在该村刚刚涉足这个项目时，我们便
敏锐地看到了项目的发展前景，组织力量
及时上门，为花农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务，让
金色的花田里开出金色的盛景。”南梁信用
社客户经理张宝介绍，他们依据前期“整村
授信”工作调查摸底情况，及时向 8名花农

授信40余万元，帮助他们扩大种植规模，以
此增加收入。

“我家今年种了一亩金丝皇菊，村里提
供技术和免费烘干服务，我们负责管理，亩
产能到 1000公斤，我特别高兴。”在烘干房
中忙碌的村民张秀萍笑着说，烘干后完成
包装的金丝皇菊便可以进入市场进行销售
了，品相好的单朵能够卖出10元的价格。

自进入秋收时节以来，翼城联社急群
众所急，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组织员工利用空闲时间志愿帮扶群
众采收农作物，累计帮花农采摘金丝皇菊
1000公斤。客户经理张宝在烘干房内一边
忙碌地摆放，一边向村民学习烘干技巧。他
说：“与群众一块劳动，才能体会到劳动的
艰辛，从而带着感情把‘整村授信’工作做
好做扎实。”

“今年，我们新建了金丝皇菊烘干房和
储藏冷冻室，实现了生产、烘干、包装、冷藏
一条龙流程，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种植面
积扩大到 30多亩。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
信社的资金扶持，解决了‘卡脖子’的资金
问题，帮助我们实现了良性循环。”说到这
里，胡波描绘了下一步的愿景，“明年，我们
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全力打造‘采
摘—旅游—销售’的特色产业链，真正在线
上线下都打响‘牛家坡金丝皇菊’特色品
牌。通过金丝皇菊扮靓乡村、推动旅游发
展，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村集体经济
壮大起来。”

授信送到家 发展有底气
——洪洞农商行“全面授信村村全覆盖”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李永军

尝尽酸甜苦辣
闯出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潘华玲

本报讯 日前，乡宁农商行扎实
开展“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活动，进
一步深植“合规为本、全员有责、风险
可控、稳健高效”的合规文化核心理
念，为全行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一是重点领域自查自纠。聚焦
10个方面75项工作要点开展自查自

纠。二是屡查屡犯问题集中整治。针
对5个方面49项整治要点，建立屡查
屡犯问题台账，开展重点整治工作。
三是合规文化教育宣导。重点从宣传
教育、绩效考核、案件警示等方面入
手，提升全行规矩意识和风险意识。

（本报记者）

乡宁农商行

推进“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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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皇菊美 花农笑开颜
本报记者 潘华玲

为 普 及 金
融知识，近日侯
马农商行开展
了“ 小 小 银 行
家 成 就 大 梦
想”主题活动，
向学生们介绍
各种自助设备
的基本操作步
骤以及各工作
区域的智能分
工，指导学生亲
手操作，让他们
通过体验学习
更多的金融知
识。图为工作人
员为学生讲解
自助设备使用
方法。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讯 近日，隰县农商行工
会、运营管理部联合开展了柜面人
员技能测试，为员工提供了学习交
流的平台，测试分为理论知识、汉字
录入、数字录入、手工点钞等项目。
通过技能测试，进一步激发了全行

柜员主动学业务、练好基本功的热
情。隰县农商行将继续把业务技能
训练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抓实抓
好，持续提升柜面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操作技能，积极促进柜面业务稳
健运行。 （本报记者）

隰县农商行

开展柜面人员技能测试

立冬过后寒意渐浓，尧都农商行屯
里支行工作人员的脚步依旧忙碌，进农
家、访商户……送去大家急需的金融服
务。“李姐，最近生意咋样？”“挺好的，这
些年，有了咱农商行的支持，我们的买卖
才能越做越好！”尧都农商行屯里支行副
行长申云飞在馨阳农贸市场叮当粮油调
味经销部走访时，与老板李艳萍拉起了
家常。

“沉下心做事”

“2010年以前，我们夫妻俩都在外
面打工，后来有了孩子，想着在本地找个
事干，考虑的是既能照顾家庭，收入又能
相对稳定。当时正赶上馨阳市场即将开
业，有朋友建议我们开店卖调料，考虑到
这种产品市场价格稳定，而且不存在淡
旺季影响，于是决定开店。”李艳萍说，在
简单装修、交完房租后，积蓄花完了，他
们面临的是没有资金进货的窘困。李艳
萍第一次向尧都农商行寻求帮助，很快
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了个人授信贷款，新
店得以顺利开业。

在从未做过生意的李艳萍夫妇看
来，除了手脚勤快，他们还有很多需要应
对的挑战。“需要记住每件货的价格，但
在给顾客结账时还是会出差错。有一次，
我刚卖出去两大桶食用油，然后自己算
账的时候才发现，把油桶的成本给漏算
了，结果那一单等于是赔钱。”李艳萍的
爱人苦笑道，经过多次的出错，他们深知
经营批发生意需要细心再细心。

除了经历一次次的磨练，李艳萍夫妇
还投入了更多精力坚持不懈守店。无论酷
暑寒冬、各种节日，他们的店每天都照常开
启，再加上自始至终的诚信经营，换来了客
户的信任，还有生意的逐步升温。

“不断克服困难”

他们的创业之路像极了所经营的各
种调味品，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生意的好坏，不是说诚信引来客
人、勤快守住事业就算好，还要不断克服
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才能走向成功。”
李艳萍回忆，为了拓展业务，她和爱人不

再局限于固定的客户，而是想方设法与
单位、个人谋求长期合作。

2017年，李艳萍夫妇先后与屯里镇
的几个村委和煤矿合作，专门为其春节
发福利提供粮油货品。“为了能够接下这
样的大单，我们专门从尧都农商行申请
了 20万元贷款，用来提前囤货。但因为
回款比较慢，我们必须一边维持自家店
的日常运转，一边按时归还利息，所以除
了正常打理生意，还多了催缴货款的工
作。”李艳萍说，那段时间她和爱人轮番
外出收货款，到了很晚才能回到家，躺到
床上还在讨论如何能尽快回款，再加上
需要照顾孩子，身心十分疲惫。

都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李艳萍夫妇
深有感触，在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时，他们
得到了农商行的支持；在批发行业竞争
激烈时，他们一点一滴艰难守住自己的
阵地；在筹划扩大规模时，他们仍旧一步
一个脚印稳步开拓。

“梦想在路上”

2019年，随着粮油调味批发行业的
规范化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李艳萍夫妇
的生意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价格都
是透明的，利润空间是固定的，想要挣到
钱，除了在销量上增加，还得拼服务。”李
艳萍说，尧都农商行为他们授信 10 万
元，他们将店面从原来的 100多平方米
扩大到 200多平方米，同时增加经营品
种。“你得让人家记住你，才能愿意买你
的东西。”说到服务，李艳萍有自己的心
得，保质保量是最基本的原则，不盲目变
动价格，要以最诚心的价格留住老客户，
以最热情的态度吸引新客户。

尧都农商行屯里支行副行长申云飞
介绍，今年以来，通过“整村授信”等工作
的开展，他们为像李艳萍夫妇一样的批
发商，倾力提供事业发展路上的金融支
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梦想在路上，家乡就是创业的热
土。”李艳萍整理着一层层货架上的商品
感慨地说，奋斗的人生是创业的动力，只
有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才能在
开拓进取中刷出青春的色彩，闯出属于
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