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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柳江畔：大地春耕忙 农信服务好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长顺县农村信用联社
本报讯 4 月 2 日，
长顺县农村信用联社机关党支部、内
控管理党支部、业务发展党支部、营业部党支部，联合组织
党员来到县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扫墓祭英烈党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入园后，面对屹立的“解放长顺烈士纪念碑”，长顺联
社有关领导庄严地说：
“我们所在的革命烈士陵园，埋葬着
数十位为长顺的解放和建设而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我
们面前的烈士纪念碑，诉说着英雄们光荣的事迹，他们为
了建设新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将永远
激励我们奋斗。
”
随后，参加活动全体党员向烈士敬献花圈，并向革命
先烈三鞠躬、默哀三分钟，寄托哀思，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
高敬意和深深的缅怀之情。
长顺联社通过开展扫墓祭英烈活动，营造出了党史教
育的浓厚氛围，增强了党员和干部职工政治思想建设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思想觉悟。参加活动党员表示，通过活动，能更好
地学习革命历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以更加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为长
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吴霁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三都农商银行助力春耕生产，图为三都水族自治县 2021 年
春季采茶制茶技能大赛现场。

长顺联社到长顺县烈士陵园开展党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人行福泉市支行
本报讯 4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福泉
市支行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团员，前往
福泉市烈士陵园开展“祭先烈、学党史、悟
思想”
党史学习教育暨清明祭扫活动。
活动中，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
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纪念碑，并深深
鞠躬静静默哀，以表达对烈士们的缅怀与
敬仰。在庄严肃穆的墓碑前，大家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感
受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事业英勇无惧的牺
牲精神，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随
后，党支部书记把全体党员和团员青年们
组成一团，教育大家要牢记革命先辈们作
出的巨大牺牲，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继承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

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尽心履职担当
作为。
本次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团员
的爱党爱国情怀和报效祖国的崇高理
想。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党史，牢记英
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屈不挠的斗
争精神，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继承发扬革
命斗争精神，鼓足干劲，在基层央行平凡
的岗位上，为辖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用
卓有成效的工作迎接建党 100 周年的到
来。图为人行福泉支行到烈士陵园开展
祭扫活动。
（潘彦全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
报道）

本报讯 山花红似火，大地闹春耕。近日，三都水族自治
县 2021 年春季采茶制茶技能大赛在大河镇丰乐社区凉山村茶
叶种植基地举行。这次活动有采茶技能竞赛、手工制茶竞
赛、茶艺表演展示，参加比赛的选手有 100 多人。
这一天，微风拂面，艳阳高照，气温升高。三都农商银
行丰乐支行工作人员，为参赛选手和观众送去围裙 150 件、草
帽 100 顶、雨衣 100 件、矿泉水 345 瓶、指甲盒等小礼品 50
份。大家高兴地说：“今天天气炎热，这个草帽和水来得太及
时了。”丰乐支行还在比赛活动现场设立金融服务宣传点，向
群众宣传“春耕存”、贷款、成长卡等金融业务，共发放宣传
资料 500 余份，登记客户金融需求信息近百条，落实后续跟踪
服务。
丰乐是“中国名茶——都匀毛尖”的产地之一，也是三
都农商银行丰乐支行信贷服务的重点。截至 3 月末，累放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 1.38 亿元，其中支持茶产业贷款 370 户 1951 万
元。有 19 个茶叶大户、合作社获得“深扶贷”资金支持 670.9
万元，带动 250 多个贫困劳动力实现产业带动增收脱贫。
服务春耕生产，也有效促进网点实现首季业务发展“开
门红”。丰乐支行推出“春耕存”系列活动，对农户的春耕生
产需求进行详细的了解，联系商家，提前备好农民春耕生产
所需的化肥、农药、秧种等物资，让农民享受到最贴心的服
务。真诚的付出，促进了该行各项业务的增长，到 3 月末实现
各项存款余额 2.3 亿元，较年初新增 2388 万元，完成开门红任
务的 231.88%，年日均存款余额 2.2 亿元，较年初新增 1255.97
万元，完成开门红任务的 143.38%，各项贷款余额 2.3 亿元，
较年初新增 280.57 万元。
（王燕 王兴娣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平塘农商银行
龙里农商银行

金融杠杆助农户养猪增收

都匀融通村镇银行

践行“百姓银行”责任 开展“中医义诊”活动

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为助力乡村振兴，都匀融通村镇银行下沉服
务重心，
由业务管理部门总经理李毅带领部门员工主动对
接都匀市农工局，
了解都匀市农业布局及现代农业生产情
况，
并开展进村助农工作。
在都匀市农工局帮助下，
业务部门立即走访了小围寨
办事处荣堡村、墨冲镇河西村、小围寨办事处米秀村、摆忙
乡下坝村等村寨，
与当地村支书及部分种养殖户进行沟通
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一户生猪养殖户、一户种植户提出
了融资需求。为尽快解决他们的融资困难，
信贷客户经理

根据实际情况执行“一户一策”
信贷支持策略，
为他们申请
了绿色通道，充分发挥“短平快”审贷特点，在 3 个工作日
内为其发放了贷款 40 万元，解决了融资的困难。同村农
户获悉后，纷纷提出申请贷款，如今已有 7 户申请规模达
到 150 万元，
极大地提高了该行服务三农的决心。
通过入村走访，信贷部员工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
兴工作中信心倍增，决定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积极推
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为乡村振兴添砖加
瓦。
（梁修瑞 本报记者 谭惠凌）

龙里农商银行
龙里农商银行开展“爱客服务·中医义诊”
便民服务活动
本报讯 为践行“百姓银行”
社会责任，
倡导居民健康生活方
式，进一步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3 月 27 日，龙
里农商银行兴龙路分理处在网点门口举行了第一期“爱客服务”
主题沙龙服务活动。第一期“爱客服务”主题沙龙服务活动以
“中医义诊”为主题，特邀贵州省凯里市务实医养园医院的罗来
馨医师团队到现场为广大客户进行义诊。
活动当天，爱心义诊团队的医护人员为中老年人免费测血
压、量血糖，按摩肩颈、把脉开方，围绕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
管、颈椎等疾病的保健预防与治疗等问题现场进行了经验交流
与分享，并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现场给予针对性的治疗建议
和预防方法。兴龙路分理处工作人员则搭设爱心场所，为等待
义诊的中老年客户提供休息服务场所，通过拉家常的方式，积极
向等候义诊的中老年客户普及如何防范金融诈骗、如何识别假
币及防范洗钱等金融知识，向他们详细介绍农商银行“黔农宝”
“快乐成长卡”等金融产品，并现场演示如何通过“黔农云”手机
APP 缴社保、水费，购买一分钱口罩。
“咱龙里农商银行就是能服
务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义
诊结束的张阿姨激动地说。
此次爱心义诊活动受
到总行领导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通过爱心义诊，
为中老年客户送上一份健
康的礼物，让他们感受到来
自龙里农商银行的温暖和
关爱。
下一步，龙里农商银行
兴龙路分理处将每月定期
开展健康养生讲座、广场舞
交流、户外活动、旅游、棋牌
娱乐、法律援助等公益类讲
座“爱客服务”沙龙活动，通
过发挥自身优势，践行社会
责任，不仅为新老客户提供
各类金融知识，更为大家的
身体健康和幸福生活贡献
信合力量。
（肖 婷 婷 本 报 记 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支农支小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龙里农商银行水场分理处以“优
服务、支实体、助发展”
为核心，
对辖内小微企业开展“穿透
精准营销”，
在进行金融服务知识普宣传的同时，
也加大了
对实体企业的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
档升级，
有效的支持小微实体企业发展。
拟定走访目标，精准靶向出击。一是初步筛选，分配
走访。根据辖内现存经营正常企业，初步筛选出走访目
标，按人员进行分配，拟定走访计划，做好走访记录；二是
逐一分析，
整体推进。在走访企业前，
认真分析企业情况，
对符合条件又存在融资需求但未与本行发生业务往来的
企业进行重点关注，
挖掘潜在可发展客户，
积极拓展业务，
支持实体企业发展，解决其融资难题，提升本行在辖内的
知名度；三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为企业提供结算、开户、

代发工资、安装 POS 机、扫码牌等一揽子服务方案，满足
小微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将走访材料和信息进行汇
总，
跟踪潜在客户的动态需求变化。
寻找潜在需求，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一是由网点负责
人、客户经理组成走访小组，对未发生业务的企业进行走
访，仔细摸排走访企业所属行业、经营范围、实力规模、用
工情况、业务需求等，
对筛选出的优质的、有合作意愿的企
业进行跟踪回访，
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和生产经营中存
在的问题，征求企业对银行服务意见和建议；二是深入企
业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对企业员工进行金融知识、金
融产品以及金融风险的宣传，加强与企业的信息交流，进
一步做实营销和服务工作。
（丁涛 本报记者 谭惠凌）

工行都匀罗甸支行普惠金融到乡村
本报讯 日前，工行都匀罗甸支行联合贵州省现
代金融学会开展普惠金融宣传活动，为当地群众普及
金融知识，
助推乡村振兴。
该行聚焦信息相对闭塞的乡村，重点针对农村群
众，走进罗甸县沫阳镇罗牙村，集中开展金融宣传。
该行通过挨家挨户发放宣传折页，召集当地群众开展
集中宣传的方式，为当地群众讲解金融知识，进一步
提升当地群众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与能力。
本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群众的金融知识，
使其自觉防范与正确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得到提升
与巩固。
下一步，工行都匀罗甸支行将持续做好“金融知
识送下乡”宣传工作，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
式，进一步将“普及金融知识，惠及千家万户”的金融
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做好金融服务，大力支持乡村振
兴，
共同构建新农村。
（柏华丹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工行都匀罗甸支行普惠金融到乡村

平塘农商银行利用金融杠杆助农户养猪增收 100 万元
本报讯 春天如约而至，几场春雨后树木开始抽出新芽。
大山清晨的宁静，却被哼哼噜噜的猪叫声打破。这些热闹气
息，来自簸箕田合作社里的 300 头猪，它们正开心地享用早
餐。这些猪现在价值 200 多万元，是簸箕田合作社里最重要的
资产之一。
2017 年，为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的号召，平塘县克度
镇新坝村 18 位村民组织成立簸箕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决心开启一条自力更生的致富之路。簸箕田地处大山深处，
气候宜人，与外界形成天然屏障，因而养猪是一个上好的选
择。发展的思路有了，产业有了，但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却让
大伙犯了难，尤其是其中的 13 位股东还是贫困户。平塘农商
银行鼠场分理处的客户经理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主动上门介
绍“特惠贷”政策贷款：政府帮忙贴利息，每户最高能借 5 万
元，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并在第一时间向 8 位股东投放“特惠
贷”38 万元，解决了合作社的入股资金问题。
成立合作社后，经过 3 年的发展，合作社现有能繁母猪 70
头，成年猪 100 头，仔猪 200 头，年出栏猪上千头，成了远近
闻名的生猪养殖场。平日里，合作社雇佣当地贫困村民为季
节临时工，及时结算工钱解决村民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
合作社把自己掌握的生猪养殖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村民。
2019 年，非洲猪瘟疫情席卷整个平塘县，得益于合作社封闭
式的场地选址和积极的防疫措施，猪群并未遭受感染，因而
在肉价飞涨时获得了较好的收益。同时，鼠场分理处的客户
经理也积极关注合作社发展动态，在 2019 年合作社资金周转
困难时，向其法定代表人投放了 10 万元的妇女创业担保贷
款，同时上门办理扫码牌解决其资金结算需求。
2020 年，合作社实现现金分红 100 万元。脱贫户刘兴保
2017 年用特惠贷入股的 4.5 万元，如今已获得了近 6 万元的净
收益。谈起如今的好日子，刘兴保最想感谢的是国家的金融
扶贫政策和平塘农商银行的资金扶持。有了资金来源，才让
他们这些敢想事、能办事、办成事的人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
的致富之路。
（胡仕勇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