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鼠回宫传捷报，金牛奋地涌春
潮”，新年伊始，泰兴农商银行认真贯彻
落实省联社社员大会精神，坚定不移抓
市场、守定位，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截止到2月22日，该行各项存款339
亿元，比年初增加46亿元；各项贷款
219亿元，比年初增加5亿元。

用好“早”字诀，早动员、早部
署，未雨绸缪定方向。自2020年10
月份起，该行便着手研究2021年首季
各项工作安排。2020年12月份召开

“开门红”动员大会，向全行下发《开
门红劳动竞赛方案》《开门红综合营销
实施方案》，明确旺季工作目标。召开
旺季工作会议，制定《高峰期业务运
营保障工作方案》，超前谋划旺季服务
工作，提前布局宣传渠道，营造旺季
氛围。运营管理部门提前布置网点服

务窗口，零售部门提前做好目标客户
信息筛选，中后台部门做好服务支撑
保障。腊月初完成旺季宣传品的采购
下发，宣传单页、海报的设计、印
制，腊月中旬完成厅堂网点装饰布
置。提前举办旺季营销技能培训班，
提升全员营销能力。通过下“先手
棋”，该行“开门红”各项工作进展顺
利，取得预期效果。

用好“新”字诀，抢先机，拓增
量，多点开花增效强。为应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抢占优质客户资源，该行
创新开发了“备货贷”信贷产品，满
足商贸类、制造业客户季节性融资需
求，该产品具有周期短、审批快、利
率低等特点，一经面世，就取得了较
好的市场反馈。针对存款户、按揭贷
款户和代发工资户，适时开发纯线上

贷款“快E贷”，开展“测额度领积
分”主题活动，扩大基础客户规模，
目前已累计用信近千户。响应疫情防
控要求，为老年客户、外出务工经商
人员开发线上存款“回家存”“惠存
钱”，充分发挥线上渠道作用，打破地
域、时间限制，推动揽存增存。

用好“督”字诀，勤巡检，严督导，求
真务实抓实效。为确保旺季工作有序
开展，实现“开门红”“全行红”，该行建
立了巡检和督导机制，行长室成员挂
帅，带领职能部门负责人，按照预先划
分的片区，逐一对支行开展巡检督导，
积极倾听支行诉求，集体研究解决办
法。同时，实施“日汇报、周通报、月总
结”机制，支行每日在业务拓展微信群
汇报当天业绩，每周对全辖支行业绩进
行通报排名，每月召开例会，总结经验

成果，要求支行间对标找差，营造比学
赶超的良好旺季工作氛围。

用好“惠”字诀，抓服务，促提
升，情暖桑梓成效显。抓住岁末年关
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窗口期”，扎
实开展“整村授信”工作，将普惠信
贷政策传达至千家万户。召开银企对
接会，为地方企业提供“一对一”专
属金融服务。开展医保电子凭证专项
竞赛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为市民百
姓提供纯线上便利体验。加快农村便
民金融服务站点建设，打通农村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开展“全民阅读
—春风行动”，关爱留守儿童，为他们
送去书本、学习用品，丰富寒假生
活。开展年终慰问关怀活动，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和老党员，给他们送去节
日的关怀、冬日的温暖。 于鹏

泰兴农商银行

用好“四字诀” 夺取“开门红”

农行常州分行坚定服务“三农”
的自身发展定位，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建
立完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组织产品
体系，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主动
对接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努力提升
服务质效，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常州
乡村振兴贡献农行力量。2020年全行
涉农贷款余额达256.43亿元，较上年
增加49.71亿元，增速达24.05%；县
域贷款达 270.58 亿元，比上年增加
35.87亿元，增速达15.28%，比全行
平均贷款增速高出3.89个百分点。

围绕“产业振兴”主线，提高金融服
务农村现代产业水平。主动创新服务
模式，优化金融产品组合，实施信贷资
源倾斜，在大力支持金峰水泥、上上电
缆、中东化肥、一号农场、金坛数字化渔
场等一批县域骨干企业、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和现代农业项目做大做强的基
础上，推进“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新模
式，重点对接各类产业集群、优势行业、
特色产业、成熟专业市场和现代农业、
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品牌农业等“四类
农业”，开展批量营销、批量授信，现已
实施项目93个、授信总额67.87亿元，
用信客户达3045户、用信余额54.8亿
元。

围绕“生态宜居”主线，加大农
村基础设施金融支持力度。通过为美
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及综合化金融服务，推动农村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
生态环境打下坚实基础。全年审批县
域棚改保障房类项目12个、累计投放
39.93亿元，有力提升了城镇综合承载
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投放50多
亿元支持新孟河、永安河拓浚整治和

太湖、长荡湖、天目湖水环境治理，
着力推进农村水生态修复提升；分别
为仙姑村、柚山村、上阮村乡村旅游
示范村和茅山、曹山旅游建设投放项
目贷款2.6亿元、6.1亿元，为美丽乡
村建设添油加力。

围绕“生活富裕”主线，增加支
农富农金融产品供给。致力推进农村
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
林权“三权”抵押为核心的融资产品
创新，助力农村产权改革，盘活乡村
金融资源，投放“惠农e贷”系列产
品 8.88 亿元，增加农村有效金融供
给。以33个示范村为重点，整村推进
式开展“万人进千村”活动，进村入
户建立健全农户信息档案，聘请村支
书、村致富带头人等“关键人”为服
务“三农”高级顾问，发挥其桥梁纽
带作用，无缝对接种养殖大户、农村

新型经营主体、农村个体工商户，以
点带面实现乡村覆盖，全年发放农户
贷款11.9亿元，为2894户农民创业
提供了资金扶持，带动586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围绕“智慧乡村”主线，金融科
技助力新农村建设提档升级。积极向
上争取资源，借助农业银行强大的金
融科技实力，大力支持新型化城镇、
新农村建设，促进传统乡村向智慧智
能现代化方向发展。以天目湖旅游、
茅山旅游为重点，投入2000多万元，
推进乡村旅游智慧升级改造；以金坛
薛埠镇、溧阳上兴镇为重点，以试点
带动方式推进智慧村镇建设扩面；以
乡镇学校为重点，投入4000多万元专
项费用，已与120多所学校签约开展
智慧校园建设，全面提升乡镇学校教
学条件和智能管理水平。 吕红波

农行常州分行

聚焦乡村振兴 提升服务质效

创新工作是当前农商行发展的主
旋律，科技创新是保证业务有序开展的
有力支撑。泰州农商银行迅速反应成
立创新团队，跳出现有的产品模式，集
中力量进行创新，将数字化贯穿决策、
管理、营销、场景、体验全过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省
联社有关信贷业务管理制度，结合本行
实际，泰州农商银行推出“凤凰快贷”全
流程线上贷款。“凤凰快贷”面向本行服
务辖区内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发
放，用于支持经营实体采购、生产、销售
等阶段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贷款业务，
具有快速申请、智能测算、线上签约、随
用随贷等特点。

“凤凰快贷”产品推出后，全行加大
宣传力度，全面推广该项创新产品，提高
产品的知悉度；成立快贷营销中心，组织
优秀客户经理组成营销专业团队，进行
快速精准营销，提升产品的营销效率；每
日公示营销进度，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
竞争氛围，加大营销积极性与凝聚力。

“凤凰快贷”推出百天以来，业务迅
猛发展，用信户数高达近七百户，余额突
破1亿元。“凤凰快贷”的推出是泰州农商
银行科技赋能的创新尝试，扩大了服务
范围，打开了服务视野，切实满足了客户
多样化金融需求，不断推进移动金融在
公共服务、民生领域的应用。

刘阳洋

泰州农商银行
“凤凰快贷”百天用信余额破亿元大关

近日，从南通市崇川区委区政府
传来消息，在崇川区招商引资暨优化
营商环境大会上，南通农商银行获评

“崇川区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
该行党委副书记、行长钱伟东获评

“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家”荣誉。
作 为 扎 根 地 方 的 “ 本 土 银

行”，南通农商银行于 2019 年将总
部迁至崇川区核心区域，积极融入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加大
对主城区金融服务力度，迎来了跨
越发展的新阶段。2020 年末，南
通农商银行在崇川区投放各项贷款
额度达 28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5

亿元，增幅近 60%，其中小微贷款
余额达190亿元，较年初增加83亿
元，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崇川区委区政府的表彰既是对该
行服务地方作出成绩的肯定，也是对
该行做好下阶段工作的激励。站在奋

力夺取“十四五”发展首战全胜的新
起点上，南通农商银行将抢抓区域发
展机遇，紧跟市场需求，保持拼搏进
取奋斗姿态，打造区域最具价值中小
银行品牌形象，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交出优异答卷。

曹亚萍

南通农商银行获评崇川区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

为助力兴化经济开发区全力打造
“中国唯一、世界第一”国际调味品产业
集聚区和以调味品为支撑的千亿级健
康食品产业集群，更好地搭建政银企沟
通合作平台，近日，以“世界鲜 兴化造”
为主题的兴化农商银行党委和兴化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共建启动仪式，在兴化
农商银行举行。

兴化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曹文铭在致辞中说，以党建共建为基
础，政银企的强强联合必能赋予合作
共赢新内涵；以党建共建为纽带，政银
企之间的情谊必将激发企业新动能；
以党建共建为支撑，政银企的高质量
发展必将助力打造时代发展新航标。
他表示，兴化农商银行党委将尽快深

化落实各项举措，助力开发区打造调
味品特色产业园区，优先安排信贷计
划，全力支持开发区跨越腾飞；提供全
方位服务，全面提升企业获得感满意
度；发挥共建合力，大力营造和谐共生
的“亲”“清”关系。

活动现场，行长姜丰平代表兴化农
商银行向兴化经济开发区企业现场预
授信30亿元。随后，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临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花军阳上台
宣布党建联盟成立。开发区投资促进
局支部、经济发展局支部、国土局支部、
市监局城南分局支部、伽力森支部、安
井支部、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等7家党
支部共同签订党建联盟协议。

朱梁 曹素平

兴化农商银行
携手兴化经开区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因为他是以领导的名义发过来
的，我当时就没太在意，想着先解决问
题再说，幸亏你们不停地劝阻我，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十分感谢你们。”日前，
在如皋农商银行城东支行营业大厅内，
惊魂未定的周先生一边连连道谢，一边
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当天下午3点多，市民周先生急匆匆
来到该行城东支行营业大厅，直奔STM
机准备转账18.6万元。城东支行大堂经
理苏新兰见周先生神色慌张，一边操作电
子设备一边看手机，便上前询问客户转账
缘由。听客户提到“领导让转账”几个字
时，苏新兰立刻提高了警惕，一边向周先
生询问事情的经过，一边要求周先生进行
电话核实，以防电信诈骗。见周先生置若
罔闻，苏新兰在周先生最后确认转账之前

拦住了他，提醒他“必须打电话确认”。看
着执拗的苏新兰，周先生无奈之下进行了
电话核实。经确认，周先生确实遭遇到电
信诈骗，苏新兰立刻指导周先生终止了这
次交易操作。

经了解，诈骗分子冒充城镇干部，
通过微信向周先生发送信息“某某资
金短缺，我先转18.6万给你，你按照卡
号帮我转一下账”，并随即发送一张“成
功转账”的截图给周先生。周先生看到
信息后未经核实是否到账就到银行办
理转账。目前，周先生已报警，案件仍
在调查之中。

该行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凡涉
及转账汇款，务必当面或通过电话、视
频确认身份，避免上当受骗，造成财产
损失。 尤婷婷 陈维

如皋农商银行
成功堵截一起大金额电信诈骗案件

3月2日，南京水务集团旗下的江
苏金陵环境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南京水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单国平，江苏金陵环境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斌，南京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昇荣，南京银行
副行长、南京分行行长宋清松等出席签
约仪式。

长期以来，江苏金陵环境有限公
司与南京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双方
合作关系的延续，也是进一步深化合
作的新起点，为双方长期的战略性业
务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南京水务
集团重要的子公司，江苏金陵环境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坚持以“再现碧水清波，共享生态
文明”为己任，秉承“点滴传情，水润金
陵”的企业文化，长期致力于南京市民
生工程和绿色发展工程建设。南京银
行作为国内第一家在主板上市的城市
商业银行，近年来全面深化战略转型，
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树立了较好的市

场地位与口碑。展望未来，南京银行
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立足自身金融
平台优势和品牌效应，综合运用贷款、
投行、资管等多种方式，提供个性化、

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更好地支持
南京水务集团和江苏金陵环境有限公
司的发展。

值此“十四五”开局之年，双方将进

一步加强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围绕“创
新名城、美丽古都”的城市愿景，紧扣

“强富美高”总目标，把握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战略机遇，扛起担当的职责。

江苏金陵环境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日前，常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
创新发展大会，会上通报表彰了2020
年度全市“提质增效、创新争星”活动
优胜企业和企业家。凭着服务“三
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创新升级金
融业务产品等领域的勤勉耕作，江南
农村商业银行获得“特别重大贡献奖
企业”“现代服务业五星企业”“纳税百

强企业”等多项表彰。同时，该行江南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荣获“重大贡献奖
企业”，董事长陆向阳个人获评“现代
服务业明星企业家”。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该行已累计9次获得“特别重大
贡献奖企业”殊荣，助力地方经济金融
发展的奉献作为获得了高度肯定。

2020年，该行坚持奋战在金融抗

疫一线，勇担责任、锐意革新，取得了
“十佳科技创新银行”“十佳普惠金融农
商银行”“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十佳
农商银行”等多项荣誉，荣登中国
TOP40家银行RORAC排行榜第8，品
牌影响力不断彰显。

“奋进新征程，创新再出发”。
2021 年，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将着眼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切
实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
格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着
力打造“以服务三农为第一使命”的普
惠银行、“以区域领先为第一目标”的
口碑银行、“以金融科技为第一驱动
力”的智慧银行。

史玥

创新奋斗不下鞍 撸起袖子接续干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2020年度获多项荣誉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更好地支持春耕春播工作，春节假期刚过，张家港农商银
行通州支行就积极对辖区种田大户开展回访和对接，收集农户购种（苗）、购肥、购
膜等方面的春季生产资金需求，为农户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图为2月25日该行信
贷人员回访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蔬菜大棚种植户，为其续办“农易贷”信用贷款，支
持其买苗、育苗，稳定生产。 王炎冰 沈阳 摄

张家港农商银行积极走访农户助春耕

盱眙农商行自去年以来，认真落实
“六稳”“六保”惠企便民政策，坚决树立
“没有金融的‘源头活水’，就没有实体
经济的‘枝繁叶茂’”理念，着力解决客
户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急等问
题，全力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
里”，助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及时精准加强金融支持。疫情及
洪灾期间，该行单列信贷计划5亿元用
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新出台

“复工复产应急贷”“抗洪救灾应急贷”
及“小微快贷”，通过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绿色通道重点支持稳产保供主体信贷
需求；千方百计呵护市场主体。认真贯
彻落实“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活动
要求，积极探索与地方党政合作联动，

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先后与两个
街道合作开展“党建+金融”网格服务
模式。扎实开展省联社“三访三增”专
项竞赛活动，推动信贷客户增量扩面、
支农支小工作向纵深发展；运用政策赋
能小微企业。充分运用人行延期还本
付息、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至2020
年末普惠口径延期还本付息2636户，
普惠小微信用贷款4428户，累计申请
支小支农再贷款14.55亿元，支持客户
2972户；积极主动减轻融资成本。积
极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减费让利要求，不
断优化利率定价机制，采取一户一价、
主动下调贷款利率等措施，帮助小微企
业渡过难关。

张恩华

盱眙农商行
聚焦“六稳”“六保”，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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