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兴义农商银行以实际行

动履行社会责任， 该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尤昌文带领部分干部职工

到兴义市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慰问

全体师生， 为孩子们捐款

5

万元，

送去了冬日里的温暖与关爱。

通讯员 世文钢 摄

本报社址：贵州省兴义市瑞金南路 34 号 电话：3112742� 传真：3111891� 邮编：56240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5223001008� 广告部电话：3118164� 印刷：黔西南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3111060� 定价：全年 396 元

2020

年

1

月

14

日 编辑

/

何胜坤 校对

/

黄崇星 版式

/

高真媛

信合专页

邮箱：

604381701@qq.com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4

龙广支行金融服务情暖返乡民工

本报讯

(

通讯员 王家选

)

安龙农

商银行龙广支行进一步加强农民工金融

服务工作，抓早抓实，全面提升返乡农民

工金融服务质效， 改进金融服务工作方

式， 满足返乡农民工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覆盖面， 将惠民政策、

金融知识、金融产品及暖心服务送至返乡

农民工的心坎上。

早安排、早部署。 为做好返乡农民工

金融服务，龙广支行抢抓机遇，坚持服务

跟着客户走的理念， 强化外出务工人员、

特别是县内和州内跨县务工人员金融服

务工作，早在

11

月就已做好精心准备，制

定了返乡农民工金融服务方案，购买了活

动礼品，印制了宣传海报，营造了临近春

节的返乡创业人员宣传氛围，开展“温情

农信、浓浓乡情、返乡有礼”活动。

建档案，提服务。 龙广支行不断加强

服务，以信用工程建设为着力点，完善农

民工信用档案，从区域、行业、层次上对农

民工进行细分，找到业务增长点，进一步

做实外出农民工评级授信，不断推进“增

户扩面”工作，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

农民工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重宣传，办活动。 龙广支行启动了“温

情农信、浓浓乡情、返乡有礼”活动，活动

中，返乡农民工到网点就能够得到一份精

美礼品，到龙广支行存款就可以得到补贴

车票，申请贷款的返乡农民工还可以享受

利率优惠， 此次活动使外出返乡农民工，

踏上故土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浓浓家乡

气息和农商银行的服务温暖。 家住龙广镇

坡关村海尾组的返乡农民工万大哥，来到

龙广支行选择了“如意存”贷款产品，存入

了

20

万元，领到了补贴车票和礼品，该笔

存款是

2019

年龙广支行“温情农信、浓浓

乡情、返乡有礼”活动办理的第一笔业务。

抓重点，强落实。 随着春节的日益临

近，安龙农商银行龙广支行将继续做好返

乡农民工金融服务，引导外出农民工开通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云闪付、黔农云等，

绑定贵州农信“信合卡”，畅通存款资金汇

划渠道，满足农民工现代移动支付金融服

务需求，积极帮助农民工理财，用好手中

富余闲散资金，做到收益最大化，落实农

民工金融扶持政策，把信贷支持农民工就

业创业作为完善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工作

重点，持续提升农民工金融服务水平。

安龙农商银行开展“磁”旧迎“芯”活动

本报讯

(

通讯员 彭 鹏

)

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银行磁条芯

片复合卡国内磁条交易全面关停，

为提升广大客户银行卡使用安全，

安龙农商银行立即开展磁条卡更

换金融

IC

卡工作， 自工作开展以

来， 该行积极落实金融

IC

卡推广

工作，多措并举，信合

IC

借记卡发

行取得良好成效，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20

日，累计发信合

IC

借记卡

23.95

万张 ，

2017

年

5

月以来累计

更换

35469

张存量磁条卡。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为加快

推进该行存量磁条卡更换金融

IC

卡工作进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卡信

息安全管理， 提升支付风险防控，

为客户提供安全 、方便 、快捷的支

付服务 ，召开多次会议 ，安排部署

存量磁条卡更换金融

IC

卡工作 ，

制定具体工作措施。

主动担当，用心服务。 自启动

换“芯”工作以来，为减轻客户换卡

成本 ，我行主动担当 ，对存量信合

磁条卡更换金融

IC

卡免收工本

费 ，免费开通短信提醒业务 ，累计

为客户节约成本

35.47

万元， 针对

老 、弱 、病等特殊客户群体利用流

动服务终端为客户提供上门更换

服务。

加强宣传，强化落实。 自启动

换“芯”工作以来，采取“先活跃，后

睡眠 ”的更换工作思路 ，稳步推进

工作开展。 通过金融夜校开展银行

卡安全用卡知识以及磁条卡更换

金融

IC

卡宣传工作；辖内“信合村

村通 ” 助农取款点做好磁条卡换

“芯 ”工作宣传通知 ；对接税务 、社

保 、医保等部门 ，通过黔农云缴纳

社保费用时，加强银行卡用卡安全

知识及更换工作宣传；梳理存量磁

条卡客户 ，主动联系客户 、对接辖

内合作单位开展磁条卡换 “芯”工

作 ； 做好柜面宣传和更换工作服

务，向客户普及银行卡用卡安全知

识，提醒客户及时更换金融

IC

卡。

加强监测，认真督导。 自启动

换“芯”工作以来，总行制定了更换

工作方实施方案，为有效调动全体

员工积极性 ， 实行更换磁条卡计

价，各网点开展“增、比、进、位”，有

奖有罚。 总行电子银行部定期下发

磁条卡更换工作情况监测情况统

计，通过 “多指导 ”、“多沟通 ”、“多

督促”，加强与网点工作联系，及时

解决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密

切监测磁条卡更换工作开展情况，

有效推进存量磁条卡更换金融

IC

卡工作。

“柚”是一年好收成

文

/

图 通讯员 王 俊 杨 玲

普安县龙吟镇， 位于普安县北部，气

候条件优越，是蜜柚种植的好地方。 近年

来，在普安农商银行的信贷支持下，该镇

苗族同胞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种植蜜

柚。 当前，正是蜜柚收获的好季节，前来采

摘和购买蜜柚的商人络绎不绝，一片丰收

忙碌景象。

黄康荣是当地有名的蜜柚种植大户，

也是普安农商银行信贷支持的农户之一。

六年来， 他累计向普安农商银行申请贷款

45

万余元，合计种植蜜柚

70

余亩，不但成

立了农民合作社，还通过政府牵线搭桥，与

多方经销商合作，以蜜柚种植、收购、加工、

销售为一体，不但自己富了起来，还带动

10

余人致富脱贫，其中就有精准贫困户

6

人。

产销模式的推广， 激起了一大批村民种植

蜜柚热潮，改变了龙吟镇多年以来“外出打

工热”的现状。 一说起黄康荣，村民都伸出

了大拇指，说他致富不忘村里人，积极带动

村民一起致富。

“原来我们只能到外省务工，和家人

长期分开，孩子教育顾不上，成绩不好。 外

出务工不但挣不到钱， 还常常加班熬夜，

伤身体。 ”精准扶贫户小郭说，他现在在合

作社做工，收入也不低，还能照顾孩子。 小

郭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眼里流露出幸福

的光。

“一亩每年可以产蜜柚

1000

多斤，平

均批发价每斤

2.5

元至

3

元 ， 这样算下

来， 毛收入

15

万多元， 是种植水稻的

7

倍。 黄康荣说，和外出打工的老乡比起来，

收入也不低，而且还没那么辛苦和到处奔

波。 据黄康荣介绍，他家除了种植蜜柚外，

还种植少量橙子和甘蔗， 如果产值好的

话，再去农商行贷款，扩大种植规模，红红

火火地把种植搞好。 “蜜柚正是高产期，销

路好，不愁卖。 黄康荣表示，有了农商银行

的大力支持，心里充满了一股干劲，不怕

苦不怕累，觉得日子有奔头，生活有希望。

“说一千道一万，没有资金支持什么事

情都整不成。 曾经的信用社虽然改成了农

商行，但支持我们老百姓的政策没有变，依

然是我们的贴心人。 现在的贷款利息又低，

又不要抵押，只要我们讲信用，有干劲，做

实事，

5

万元的贷款一年就能还得上， 还能

赚到钱。 ”村主任刘远书笑着说。

据统计，普安农商行龙吟支行积极支

持蜜柚种植大户

10

余户， 合计金额

150

余万元，覆盖全镇

5

个村，带动

100

余户

农户致富。 下一步，普安农商银行将继续

深化支农政策，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县委政

府提出的“一村一产业”总基调，进一步强

化绿色产业投向，立足“三农”发展实体经

济，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波阳支行向鹌鹑养殖户提供金融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双）

“你们把口罩戴上，怕你们进去受不

了那味儿， 还有你们进去的时候一

定要轻手轻脚，还要轻声细语，这小

东西胆子小得很”，兴仁农商银行波

阳支行走访令狐昌松的鹌鹑养殖场

时，他反复嘱咐工作人员。 进到养殖

基地里，上万只鹌鹑同声高歌，好似

捍卫领地的呐喊又仿佛是在迎接来

访的客人，好不热闹！

令狐昌松，家住波阳镇杨柳井

村，杨柳井村是波阳镇的深度贫困

村，经济比较落后。

令狐昌松夫妻俩与兴仁农商银

行建立信贷往来已有多年， 这些年

他们卖过钢筋，养过牛，打过工，生

活马马虎虎，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就

在去年打工的时候， 他们听工友说

起准备回乡养殖鹌鹑， 由于鹌鹑个

体小，成本投入不大，而且饲养也相

对简单， 再者鹌鹑一来可以直接肉

食， 二来鹌鹑蛋也是人们喜爱的一

种食物， 发展鹌鹑养殖前景应该挣

得到钱。 令狐昌松动了回乡的念头，

就和妻子商量说：“养殖鹌鹑这个项

目我看我们村也没人弄， 前景也还

可以，要不我们试试，即便不成功，

我们还可以出来打工！ ”

夫妻俩说干就干 ， 两人商量

后，先到一些鹌鹑养殖基地的实地

考察，学习经验，返乡后，他们将原

来家里养牛的场地改造成鹌鹑舍，

搭建起饲养笼， 配备好照明设施，

购入专门的饲料，由于自行育雏的

技术含量较高，而且还需要投入专

业设备，所以他们选择购入现成的

雏仔进行养殖。 前期的准备工作如

火如荼的开展着，却也花光了夫妻

俩的全部积蓄，夫妻俩在犯愁之际

便想到农商行，他们找到兴仁农商

银行，希望能够得到信贷支持，波阳

支行本着服务“三农”的理念，经实

地调查后给予了他们贷款支持，解

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

还上门为他办理了 “黔农

E

付”码

牌，外出送货时不仅方便收款，同时

也节约微信、支付宝提现的手续费。

而如今， 鹌鹑的生长速度非常

快，养殖

45

天至

50

天后，就可以进

入产蛋期。 夫妻俩吃住在养殖场里，

干劲十足，每天喂料加水，清理粪便，

消毒卫生， 把养殖场打理的井井有

条，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目前养殖场

有鹌鹑

30000

只左右， 日产蛋

300

斤左右， 销售价格在

6

元至

8

元，月

净利润在

3

万元左右。 鹌鹑蛋主要

销往兴义、贞丰、兴仁等地，特别是兴

义，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除了靠

自己的辛勤劳动外，更离不开农商

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后的发展

更离不开农商银行。 ”令狐昌松感

激地说。

兴仁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支农支

小的市场定位，不断夯实农村市场，

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截止到目前，

兴仁农商银行波阳支行向波阳镇杨

柳井村发放贷款

1990.9

万元，支持

农户数

330

户， 其中贫困农户

140

户，共向贫困户发放贷款

694

万元。

“小”薏仁“大”产业

通讯员 张盈盈

薏仁米作为晴隆县地方特色优势产

业，为提升其产业扶贫效应，当地政府努力

打造“晴隆糯薏仁”产业，以实现“特产产业

富民”的战略目标。 晴隆农商银行通过切实

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不断加大对

于薏仁米产业的支持力度， 推动晴隆薏仁

米产业的健康发展，实现了当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使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

贵州薏芝坊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晴隆县碧痕镇，是在晴隆农商银行信

贷资金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本土企业。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 由碧痕镇当地

5

家薏仁

米微型企业合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主要

从事薏仁米加工、贸易、食品开发等。目前

已实现年销售薏仁米

12000

吨、 年产值

1.2

亿的成绩， 带动着当地薏仁米产业呈

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曾经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上万顿销

量， 从几家薏仁米小加工厂发展成为如今

的股份制企业， 都离不开晴隆农商银行信

贷资金的支持。 在最初成立时，公司就遇到

了融资难题。 流转土地、建设厂房、购买机

器设备等，处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

金缺口让公司难以为继。 晴隆农商银行在

了解到该公司困难后， 迅速组织开展贷前

调查，很快

1200

万元的信贷资金便通过了

审批同意，及时帮助公司摆脱困境。

在政府及晴隆农商银行的大力支持

下，企业实现了做大做强的发展路子。 增

加了精加工生产线、建立了电子商务销售

平台， 实现了电商销售推广的新格局；推

出了新产品，开发出薏仁玫瑰茶等精加工

特色产品，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企业的发

展带动着周围

100

余户种植薏仁米，辐射

种植面积达

10000

余亩。 企业还吸纳了当

地

50

多名贫困户就业， 为当地贫困户的

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薏仁米价格不稳定，农户们种植

积极性不高，而现在有了当地的精深加工

厂，薏仁米种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碧痕

村村民胡定勇告诉笔者， 今年他家种的

10

多亩薏仁米，加工后有

4000

多斤，被薏

芝坊按市场价格

8

元一斤收购，纯收入就

有

3

万多，再加上公司入股的分红，他表

示自己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为助力更

多贫困户脱贫增收，薏芝坊积极发挥自身

产业扶贫带动效应，通过“银行

+

企业

+

基

地

+

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在不断壮大企业

的同时，激发着群众内动发展动力，通过

“造血式”产业扶贫，促进群众增收，有力

推进当地脱贫攻坚进程。

薏仁米已成为晴隆县产业助推脱贫的

主要抓手之一。 晴隆农商行始终立足农村，

以扶持三农发展、助农增收为根本。 坚持落

实服务三农的政策，通过信贷产品建立起的

扶持模式，助力地方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

木贾支行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本报讯

(

通讯员 黄赟娟

)

兴义农

商银行木贾园区支行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目标，加大群众走

访力度， 摸清辖内经济社会发展底数，找

准辖内百姓及小微企业主金融需求，量身

制定金融服务方案， 做好厅堂营销工作

,

获百姓好评。

拓宽金融服务渠道， 提升结算服务水

平。 从今年年初开始，该支行安排专人对商

圈商户进行逐一走访摸底，以此为契机，加

大推广黔农云二维码及

ETC

等业务的办

理。 同时建立微信金融服务群，并通过微信

交流，注重了解客户金融服务需求。 “我的

二维码绑定的卡号换了怎么办”“我隔壁商

户也想安一个码牌” 等等一系列商户遇见

的问题都通过微信及时处理， 让商户想问

就问， 工作人员随时做好解答工作切实提

高工作效率。 截至

10

月底，该支行已办理

1300

户码牌，安装

280

余个

ETC

设备，大

力满足百姓金融需求。

深挖客户需求，全面提升金融资金支

持。 在上半年对商户进行摸底的基础上，

该支行细分客户类别，支行行长带头在节

日重点走访价值商户， 询问客户业务需

求，增进彼此交流感情。 制定精准服务措

施，为价值客户印制专属

VIP

卡，增强客

户归属感。 以如意存、大额定单为切入点，

为商户量身定制存款方案；以个体户信用

贷款为切口，由已经有商户贷款的客户协

助员工宣传商户贷款便利性

,

起到较好以

点带面作用， 特别是商圈内木材建材市

场，在我支行贷款面达

70％

以上。 今年以

来，该支行新增商户存款

1500

万余元，新

增商户贷款

3000

万余元。

提升厅堂服务质效， 升级服务水平。

为着力解决商户排队长， 存款难等问题，

今年

2

月， 该支行将

VIP

室利用起来，并

单独设立为商户窗口， 方便商户日常结

算。 结合黔农云预约排队功能，在

VIP

商

户办理业务之前做好沟通，由大堂经理进

行识别引领，适时实现商户随来随办的意

愿。 既增强商户体验感，也提升支行员工

协作的营销意识，提升服务质效。 目前发

放

100

多张商户

VIP

卡，通过预约排队为

上百户新增商户解决存现金难等候的问

题，得到周边商户的一致认可。

在木贾园区支行多项精准服务举措，

各项工作取得良好进展，为群众办理结算

业务

10

万笔揽存

2800

万余元，支持

4000

余户百姓生产经营，支持

500

余个小微企

业、民营经济业主创业发展

,

累计投放信

贷资金

79840

余万元。

册亨银企联动迈新步

本报讯 （通讯员 石胜龙）

近日，册亨联社携手贵州册亨华联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走进册亨县

双江镇荣丁村 ， 向荣丁村捐资捐

物 ，册亨联社 、华联房地产公司分

别向荣丁村捐赠现金

10

万元、

5

万

元，主要用于修桥和解决困难群众

厨房灶台等基础设施建设。 册亨联

社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符业恒、华

联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唐骏超、总

经理助理林寅等参加捐赠仪式。

荣丁村位于全国极贫乡镇双

江镇的西南面 ， 下辖

6

个自然村

寨，

8

个村民小组，全村共有

519

户

2097

人 。 建档立卡贫困户

177

户

672

人 ， 全村已搬迁

264

户

1125

人，其中贫困户

130

户

527

人，搬迁

人数占总人口的

53.64%

。

自册亨联社开展驻村帮扶以

来， 册亨联社积极派驻驻村干部、

下层人员荣丁村开展工作，全力做

好金融助力脱贫工作。

据悉，册亨联社积极响应政府

的号召， 作为荣丁村帮扶单位，先

后派驻驻村第一书记

1

人、驻村干

部

2

人、下沉人员

6

人到该村开展

帮扶工作。 积极搭建平台，向省信

合公益基金会申请

10

万元修缮党

员活动室，帮助完成“五小工程”建

设； 向省信合公益基金会申请

50

万元在双江建设学校 “热水袋”工

程，温暖学生。 积极开展“

1+1

”爱心

育才工程，

15

位党员干部职工结对

帮扶该村

16

户贫困户， 帮助解决

16

名学子资金困难， 助力教育脱

贫，累计捐资捐物

1.3

万元。 加大信

贷资金的投放力度 ，通过发放 “特

惠贷”“双惠贷”“深扶贷”等减轻农

户融资成本，增加农户创业致富的

积极性。 截至目前，累计向荣丁村

投放“特惠贷”

499.2

万元，惠及

121

户贫困户 ，实现创收增收 ；发放贫

困户执行基准利率、非贫困农户利

率降低

2

个千分点的“双惠贷”

3020

万元， 为

286

户农户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 ，减轻农户负担 ；为支持好生

态移民搬迁项目建设，帮助村民解

决生态移民搬迁贷款资金问题，创

新“安居贷”、“创业贷”生态移民搬

迁贷款，发放“创业贷”

3

户

9

万元，

利率仅

5.417

，低于同类贷款

2

至

3

个千分点 ， 助力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

目前 ， 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77

户

672

人，现已脱贫

158

户

633

人，全村贫困发生率从当初

20.56%

下降到

1.97%

，脱贫工作效果显著。

下一步，册亨联社将加大金融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力度，做好金融助力

脱贫攻坚的后半篇文章，为农户提

供快捷 、方便的金融服务 ，坚决打

通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

贵州农信金融精准扶贫落地生根。

农户采摘蜜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