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想摆脱贫困，吃上好饭，穿上
好衣，住上好房，问题是许多像我们这样
的农民脱贫致富不缺点子，也不缺能力，
就是缺资金。”一位刚在蕉城刺桐红村镇银
行申请到10万元贷款的农户如是说。

闽东地区环山靠海，自然资源丰富，
随着脱贫步伐不断加快，农户金融需求也
日趋旺盛，像这样的贷款户，该行每天可
以接待二三十户。作为扶贫工作的忠实践
行者，该行始终坚定“扶贫、扶小、扶
特、惠民”的信念，以“支持三农发展、
推进金融扶贫”为己任，在“小、精、
特、好”的经营道路上不断创新模式、拓
展渠道，助推“三农”经济发展。截至 11
月末，该行发放贷款超过 2.7亿元，其中涉
农贷款超过 2.2亿元，占比 81%，服务农户
1600余户。

为了更好地服务精准扶贫工作，该行采
取“两步走”的方式。第一步是专业化经
营。成立三农与小微金融服务委员会，绘制
金融生态图，制定行动路线，明确职责分
工，积极推进片区普惠金融服务进村入户，
使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服务的便捷与实
惠。第二步是链条式跟进。根据地区特色产

业及客户需求，研发农户联保贷等适应市场
的对口产品，开辟服务绿色通道，简化业务
流程，实行利率优惠，较好地解决了农户融
资产品少、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

“弱鸟必须先飞，至贫惟有奋起”，该

行牢记这个道理，在精准扶贫道路上切
实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全力支持金融
服 务 薄 弱 环 节 ， 帮 助 农 民 早 日 脱 贫 致
富，以最终实现作为传统金融服务有益
补充的价值。

工作人员在大堂回答客户咨询工作人员在大堂回答客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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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农商银行在宁德地区连片发起设立的7家刺桐红村镇银行作为法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自2014年7月开业以来，始终秉承支农支小的经营宗旨，以

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为己任，走“小、精、特、好”的经营之路，信贷帮扶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截至11月底，各项贷款超过15亿元，其中涉农贷款近13亿元，

服务农户6000余户，为农村“精准扶贫”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扎根红土地 帮扶千万人
——宁德刺桐红村镇银行积极服务精准扶贫工作

古田刺桐红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中
小金融机构，以“普惠金融”为理念，按
照“小、精、特、好”的经营思路，紧紧
围绕扶贫工作重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扶贫助弱。

践行服务“三农”，扶持特色产业。古
田县是“中国食用菌之都”，全县 80%以上
农户从事食用菌产销活动。开业至今，该
行将食用菌产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
送贷下乡、送贷到家服务。截至目前，信
贷投放食用菌产业近 2.8 亿元，占比达
70%。服务范围涵盖吉巷乡、大桥镇、平
湖镇、卓洋乡、古田食用菌市场及其辅料
市场，为食用菌产、供、销提供全方位金

融支持。
推进就业帮扶，满足创业需求。开业

初期，该行积极与古田县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合作，全面承揽古田县 SIYB （创办
和改善你的企业） 小额贴息担保贷款项
目，为下岗失业人员、青年学生、农村转
移劳动力的创业提供融资帮助。截至目
前，共发放 SIYB小额创业贷款 1365万元，
助推 215户青年实现创业梦。

简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该行
进一步优化信贷服务流程，承诺 5天办结
制，优质客户三天办结。10万元 （含） 以
下贷款实行， 调查、审查、审批“一张
表”，减少客户办贷时间。为解决农户抵押

品不足的问题，该行主推“公务员+农户”
的保证贷款模式，以“1+1”、“1+多”、

“多+1”的方式灵活受理农户的保证贷款业
务。在发放的涉农贷款中，此类模式占比
达 68%，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融资
难”问题。

用好支农服务资金，惠泽三农。为强
化 “支农惠农”的市场定位，该行积极争
取支农再贷款，共获批 5000万元。主要投
向大桥、平湖、黄田、卓洋等乡镇，支持
农业发展。其平均利率比同档次利率优惠
2%-4.22%，真正实现了为农、惠农的金融
服务目标。

古田:支持特色产业 推进就业帮扶

屏南县农村区域普遍存在农户贷款难、
担保难等问题，屏南刺桐红村镇银行为了帮
扶农户谋发展，秉承“支农支小”的经营宗
旨，以“普惠金融”为发展理念，积极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做大做活
农村市场。截至 11月末，该行发放贷款 1.2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超过1亿元。

为了更好地服务“三农”，该行组织员
工深入甘棠乡、代溪镇、棠口乡、长桥镇

及双溪镇等 7 个乡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
环境、农户状况，通过整村推进、整村调
查等方式开展支农惠农工作。并采取借款
人与担保人统一调查、降低农户小额担保
条件、现场办公、集中审批等方式，使得
借款人、担保人可以足不出村就能完成贷
款手续的办理。该行工作人员在送贷下
乡中发现，白天农户都在田地里忙于劳
作，如果这时候找农户和担保人办理贷款

手续，会耽搁农户和担保人的日常生产经
营，为其带来诸多不便。因此，该行又根
据这一特点，对客户经理进行弹性工作时
间安排，开展“金融夜市”活动，利用夜
间农户休息这段时间，逐户上门办理贷款
手续。更好地解决了农户贷款难的问题，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截至目前，
该行走访了 7个乡镇 10余个乡村，发放贷
款2000余万元，惠及农户300余户。

霞浦刺桐红村镇银行自成立以来，坚持
支农支小的经营理念，在信贷投放上采取

“以点带面、大胆创新、集中授信、精准扶
持”的做法，有效带动扶持区域经济发展，
力求实现“深耕一片区域、做强一个产业、
搞活一方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迅
猛，已成为当地“三农”产业的主导实施
者。为此，该行在辖内率先开办了专业合作
社社员联保贷款，以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为
轴点，将信贷扶持延伸至农户和农产品加工
小微企业上，促进了“三农”产业链的整体
发展。通过近一年的努力，先后支持了霞浦
淳盛、东海岸、葛洪山等多家合作社，共发

放社员联保贷款175户，近5000万元。
针对当地特色农业产业、主要生产基地

较多集中于各养殖大村的特点，该行采取优
先支持种养殖大村、评级信用村、品牌农业
示范基地等资金需求迫切的村，开展“精准
扶贫”建设。东山村、涵江村、甘棠村和石
头鼻村四个养殖大村，此前一直是金融支持
较薄弱的区域，存在“大产业、小金融”的
矛盾，至2013年末四村贷款总余额不足500
万元，户均贷款仅有6万元。近一年来，该
行共投入 3100万元信贷资金，先后支持了
东山村和石头鼻村的紫菜、涵江村海带和牡
蛎、甘棠村的大黄鱼等多个“一村一品”的
建设，覆盖了当地的各大主要海产品，户均
贷款提高到15.5万元，带动农业生产产值达
到2亿元。

霞浦刺桐红村镇银行与农民专业合霞浦刺桐红村镇银行与农民专业合
作社签约作社签约

霞浦：深耕一片区域 做强一个产业

蕉城：专业经营市场 及时跟进服务

屏南:秉承支农支小 做大做活市场

寿宁刺桐红村镇银行始终贯彻“支农
支小”的经营宗旨，走“小、精、特、好”的经
营道路，积极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截
至日前，该行发放涉农贷款超过 1.5亿元，
其中精准扶贫贷款达 1300万元，惠及农户
1400余户。

清晰定位，精准扶贫。该行秉承“扎根
于农、突出于小、突破于特”的理念，结合当
地三农经济发展情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户
倾斜。在对接寿宁县武曲镇“精准扶贫”项
目后，为确保扶贫靶向定位，该行紧密联动
县镇两级政府及村两委，走访了武曲镇 12
个行政村192户农户，实地了解农户家庭情
况、生产情况、资金需求，确保资金投向准
确、授信额度准确、授信时间准确。

创新方式，方便于农。寿宁县武曲镇区
域面积 62.4平方公里，各村落分布较零散，
农民出入不便。针对这种情况，该行采取了
变“坐商”为“行商”的服务方式，积极开展送
贷下乡等活动。并建立客户经理定时驻点
入村长效机制和利用乡镇便民服务站提供
服务的机制，进村入户开展信息建档工作并
现场办理贷款手续。目前，该行已完成了武
曲镇各村庄的“精准扶贫”贷款发放工作，并
按照这种服务方式分别深入到南阳镇赤陵
洋、鳌阳镇安宁村等地开展农户信息建档等
工作，逐步延伸服务半径。

阳光信贷，普惠于民。为做好“支农惠
农”工作，缓解农户贷款“三难”问题，该行
积极开展流程、产品、授信、申贷、利率、监
督“六阳光”服务工作，让农户们从“心”接
受银行给予的扶贫贷款额度、利率优惠，避

免农户们因互相比较贷款额度而产生矛
盾，努力营造和谐环境。同时，该行持续开
展普惠金融服务，加大金融知识及产品的
宣传力度，并为农户免去了开卡、手机银
行、网络银行工本费及异地汇款手续费等，
让利于民。目前，该行的电子银行开通率
近 80%，让山区群众享受到了更为便捷的
金融服务。

错峰服务，及时授信。寿宁县素有“生
态茶乡”的美称，农民收入以茶叶、油茶、果
蔬等种植收入为主。为了解决农民日间劳
作无暇办理信贷手续和急需资金投入生产
的矛盾，该行按照生产行业分类，根据群众
生活、生产特点，适时利用晚上、中午时间错
峰上门提供服务。得到了村两委的大力支
持与配合，获得了农户们的广泛赞誉。“以前
贷款到时要多次往返银行，现在贷款到取钱
时才要来银行，贷款、生产两不误真是太方
便了。”武曲镇大韩村陈崇求办领贷款时激
动地说。

柘荣刺桐红村镇银行自开业至今，始终
坚定“支农支小”的经营宗旨，创新金融服务，
深入实施金融扶贫。截至11月末，该行发放
贷款 1.65亿元，其中涉农贷款近 1.3亿元，惠
及农户700余户。

多措并举，合力惠农。该行将金融扶贫
和业务拓展有机结合起来，多方面开展金融
扶贫工作。一是开展“送贷下乡”。该行组织
客户经理多次到乍洋乡石山村、城郊乡仙山
村、东源乡西源村、黄柏乡高峰村等太子参、
茶叶种植地开展送贷下乡普恵金融活动，把
信贷服务点铺进乡村，将贷款申请受理和贷
前调查工作同步进行，缩减办贷时间，并采用
农户联保方式解决其贷款担保难问题。二是
与柘荣县扶贫办、县小额信贷促进会合作扶

贫。该行核定县小额信贷促进会担保金5倍
的授信担保额度，由其推荐农户，该行独立调
查、审批后发放。此举极大地提高了“惠农”
贷款的质效。三是运用支农再贷款政策。为
进一步减轻农户的利息负担，该行积极申请
支农再贷款，执行优惠利率，真正做到支农、
惠农、让利于农。

创新模式，精准惠农。该行采用“公司+
农户”贷款模式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宁德
市益智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柘荣县从事食
用菌、蔬菜培植、销售的农业龙头企业，该行
在给其贷款的同时，以该企业为依托，为与该
企业合作的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支持，从
公司和农户两个层面着力，从而精准惠及更
多贫困户。在“公司+农户”贷款模式下，银行

与公司共同筛选合
作农户，并向农户
发放单户最高额度
为 5 万元的贷款，
解决农户资金不足
问题。

通过多举措并
举，该行不仅提高
了贫困户贷款的获
得率，还减轻了贫
困户的利息负担。
使金融扶贫工作落
到实处，为精准扶
贫 工 作 贡 献 了 力
量。

“手头资金已经不多了，这投入还存在
不确定性，万一资金跟不上咋办？向银行
贷款吗？贷了没用，岂不是又增加成本负
担？”这是周宁葡津种养合作社的叶先生一
直踌躇的问题。

周宁葡津种养合作社的叶先生在浦源
镇租赁了 50亩田地种植葡萄，在一家人精
耕细作、精打细算之下，很快就把葡萄园建
设得有模有样。葡萄园建成了，叶先生心
里却开始忐忑了，“这农业种植后边还有除
草、防台风、防病虫害等一大堆问题要面
对，投入资金从哪里来？”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叶先生拨通了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客
户经理拜访时留下的联系电话。叶先生向
工作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后，该
行客户经理马上给他推荐了一款“自助循
环贷”产品，叶先生了解产品后豁然开朗，
立即到该行办理手续，仅几天时间，就申请
到了12万元的自助循环贷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 8月，“苏迪
罗”台风对周宁的突袭，让叶先生原本长势
良好的葡萄园遭受了巨大损失。该行工作
人员在灾后回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
上帮助叶先生支用了“自助循环贷”额度，
开展灾后重建。9月，该行工作人员又上门
为叶先生介绍手机银行自助循环贷款支

用、还款功能流程。现在，叶先生在田间地
头也可以自行办理支款和还款了，方便之
余也节约了成本。

支持叶先生葡萄种植是该行践行普惠
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一个缩影，为了扩
大帮扶范围，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
金融服务，该行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针对一
些农业创业者对农业的风险及投资回收周
期预见不足，资金统筹运用存在短板等问
题，为农业经营群体重点推出了具有“贷款
自主、还款自由、随支随用”特征的自主循
环贷款，极大地方便了客户资金筹划，为地
方扶贫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寿宁:清晰定位扶贫 缓解贷款“三难”

周宁:自助循环贷款 优化金融服务

柘荣:创新服务模式 减轻农民负担

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工作人员深入葡萄园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工作人员深入葡萄园

寿宁刺桐红村镇银行送贷下乡寿宁刺桐红村镇银行送贷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