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月11日，广东省联社考察组赴龙里县洗马镇羊
昌村“黔农村村通”普惠金融服务点考察交流。

考察组参观了羊昌村金融服务区、惠民超市、农资超市、农
产品加工区、农产品冷库和包装区，听取工作人员就羊昌村“黔
农村村通”转型升级达标工作、取得的成绩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等
方面的讲解，认真询问了合作社农产品的产量、销量以及桌面智
能服务终端的功能作用，详细了解合作机制的经验及做法。

据介绍，羊昌村“黔农村村通”普惠金融服务点于2020年10
月 22 日正式开业，今年被评为贵州省联社五星站点。截至目
前，该服务中心已营销贷款 118笔，金额 869万元；营销存款 57
笔，金额518万元；注册及活跃黔农云用户975户；收集外出务工
人员信息38户，协助激活社保卡218张；召开金融夜校16场，惠
民超市日均营业额达 1500元，总销售额已达 228万元，总盈利
67.5万元。2020年，该村首次为社员发放分红10万元。

广东省联社考察组表示龙里农商银行以“政银企”党建互联
互动为纽带，积极搭建“党建+业务”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
与村委、企业、合作社等多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作共赢，特
别是形成的辣椒、刺梨、香米农产品供应链值得学习。

（张恒玮 杨娜）

广东省联社到龙里考察
“黔农村村通”普惠金融服务

长顺县代化镇纳傍村老林场深处，在青山绿植的环绕中
坐落着一座养殖场，养殖户龙通文正悉心照料着他的“小可
爱”——一群群雪白的兔子。看到前来做贷后检查的睦化信
用社工作人员，龙通文喜出相迎，高兴地说道：“感谢信用社
的帮助，第一批兔子已经顺利出售了。”

今年45岁的龙通文，别看瘦弱黝黑，却有着一股十足
的干劲。长期以来，龙通文一直在外从事泥瓦匠的工作，
长期的户外劳作也让他深感疲劳，于是决定自谋点产业来
做。今年年初，一直在谋求创业的龙通文了解到肉兔养殖
项目符合自家周围的环境特点，说干就干，通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后，龙通文便先后联系到了种兔供应商和肉兔采购
商，随即在寨子的后山启动了养殖场建设。项目是启动
了，可自己的积蓄是远远不够养殖场的建成和投入生产
的，这时的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信用社，因为自己多年前
建房的时候曾在信用社贷过款，想着能否增加贷款额度为
自己的产业注入资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龙通文来到睦化信用社，在了解其
创业发展项目情况后，信贷员通过走访调查，给他授信了 20
万元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龙通文一鼓作气，仅一个月时间
就将养殖场建设起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差点将龙
通文的希望冲毁。由于养殖场地处山坳，加之暴雨连续不
断，导致养殖场一侧山体滑坡，压垮了近三分之一的厂房。

幸运的是，这次灾害除了损毁部分基础设施外，没有造成人
员、种兔和设备的损失。雨停天晴，龙通文并没有在遭受灾
害后停下自己的脚步，而是收拾好心情和破碎的场地，抓紧
投入建设，并顺利投产。今年10月，龙通文第一批成兔顺利
出栏销售，按照市场价格，仅销售一百多只兔子便获利一万
余元。

近日，睦化信用社工作人员前往养殖场走访调查了解
到，当初的200多只种兔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经发展到近千

只。龙通文介绍，根据兔子的生长周期、繁殖速度和数量，年
内就能够达到 2000余只的规模。在和信贷员交谈中，龙通
文表达了对信用社支持产业发展的感谢，并对未来充满了希
望和憧憬。按照他的想法，先将目前的存栏兔照料好，在合
适的时机还会继续扩建厂房，扩大养殖规模。

农信社的信贷资金扶持了一批又一批像龙通文这样的
返乡创业群众，让他们能够安心照料家庭的同时，拥有自己
的一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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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建行独山支行党支部联合独山县住建局党
支部、百泉镇旗山村党总支部开展“共联共建聚合力·同心同向
助振兴”主题党日活动，将建行惠民助农、乡村振兴产品政策送
进乡村，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深做实。

当日正午时分，经过 20公里蜿蜒的山路，参加活动的党
员同志先后来到百泉湖村和旗山村，走访慰问了 18户帮扶农
户，详细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为他们送去组织
的温暖与关怀。“感谢政府和建设银行一直惦记着我们，我们
家已经搬进了新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好了，现在儿子和儿媳
都在县城打工，收入高了，生活也越来越好嘞！”村民殷大伯
激动地说道。回首不忘来时路，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印
证了脱贫攻坚的不易和伟大，也坚定了党员同志们服务乡村
振兴的信心和决心。

走访过程中，建行独山支行党员同志还向村民们讲解如何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点击陌生网页、不接听陌生来电等防骗
措施，助其守护好“钱袋子”，同时嘱咐他们要远离出租、出售、
出借银行卡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座谈会上，建行独山支行向村民们介绍了乡村振兴信贷产
品相关政策，并交流了解在旗山村设立的“裕农通”服务点情
况，就“裕农通”服务点如何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解决村民的
日常金融需求，提出解决办法。下一步，我行将通过“裕农通”
业主定期做好金融政策宣传，打通金融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让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同志们更加坚定了勇于担当
作为的决心，自觉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展望未
来，建设银行将持续履行大行担当，守初心、担使命，为乡村振
兴添砖加瓦，为推动地方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蒋立楠 摄影报道）

建行独山支行

共联共建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11月10日，农行黔南
分行邀请贵州省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培训中心黔南站医护人员，为辖
内干部员工进行“红十字‘救’在身
边 为群众办实事”应急救护培训，
助力建设“健康黔南”，提升员工在
突发事件中的自救互救能力。

培训先以理论授课的方式，为
学员讲解了红十字运动和救护的
基本知识。结合银行工作特点以
及窗口服务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突
发急症和意外伤害，医护人员现场
演示了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
救法及创伤救护等初级应急救护
方法，并指导学员进行正确的实操

演练。培训还组织了严格的考试，
学员在认真完成课程后均顺利通
过了理论和实操的考核，并获得由
贵州省红十字会颁发的初级救护
员证。

此次培训课程内容丰富，互动
氛围热烈，全体学员仔细听课和练
习，积极参与实际操作，进一步增
强了急救的意识和知识。大家表
示，此次救护培训让人终身受益，
倘若今后遇到突发应急事件，将在
第一时间采取正确有效的应急措
施，尽自己所能帮助每一位需要帮
助的人，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小事实
事。 （黎亚婷 摄影报道）

农行黔南分行

开展“红十字‘救’在身边 为群众办实事”应急救护培训

11月10日，龙里农商银行营业部联合龙里县第三幼儿
园开展了“小小银行家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小朋友们在龙里农商银行营业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先后参观了银行现金柜台、ATM机、智能柜台等区域
及设备，听取不同区域和不同窗口的功能讲解，进一步了解
银行常用的服务设备及功能。营业部工作人员通过讲解、提
问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对柜台及ATM存取款业务进行演
示，邀请小朋友现场体验业务办理流程。随后，开设的货币

知识小讲堂上，营业部工作人员拿出真假货币让小朋友们进
行现场辨别，让他们对钱币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据
悉，活动中营业部共办理“快乐成长卡”16张；组织存款9笔。

此次“小小银行家”主题活动，让小朋友们对钱币有了初
步的认识和了解，引导他们要管理好自己的零花钱，培养他
们储蓄节俭的意识，同时加深了银校之间的合作沟通，为营
业部拓展更多客户奠定了良好基础。

周梅 摄

昔日泥瓦匠变身“兔大王”
——长顺县代化镇纳傍村肉兔养殖户龙通文的创业故事

丰海生 本报长顺记者站 陈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帮钱帮物，不
如帮助建个好支部。”平塘农
商银行深入开展“银村”合
作，坚持把基层党建作为乡
村振兴的头等大事牢牢抓在
手上，与各村签订党建互联
互建协议书，在支部组织建
设、制度建设、党员干部队
伍建设、乡村振兴等多方面
开展讨论和研究。通过走访
座谈和外引内推，着力在各
村外出经商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能人”、大中专毕业生
中培养和发展示范带头人选。

平塘农商银行领导班子
开展驻村工作后一致认为，

“农村党支部是乡村振兴最前
沿的战斗堡垒，是农信社服
务‘三农’的桥头堡，只有
一线支部团结带领群众，才
能最大限度凝聚力量，才能
给 村 里 留 下 一 批 致 富 带 头
人，才能真正打造一支‘不
走的乡村振兴工作队’”。支
部建起来了，还得“强”起
来。驻村工作队将平塘农商
银 行 党 建 经 验 “ 搬 ” 到 各
村：比如，严格执行“三会
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
议党员等制度，与平塘农商
银行的党支部联合开展支部
主题党日，与各村共同抓好
支部的组织建设；又如，到
各村开展主题宣讲、组织开
展“金融夜校”等，提升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真
正发挥支部和党员干部主力

军作用，思想上先人一步，行动上先干一步，凝聚乡
村振兴强大合力。

（宁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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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2日，由三都农商银行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打造的三都水族自治县社保医保金融示范点揭牌，
标志着该县首个“社保+金融”服务专区正式成立，进一步发挥
社会保障卡便民、利民、惠民的作用，开启了便民、利企服务新篇
章。

三都水族自治县社保医保金融示范点的成功组建，标志着
三都县社保卡改革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该示范点的打造，是三
都农商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具体举措之一。下一步，三都农商
银行将持续深入与各级部门和单位沟通合作，拓宽业务合作范
围，创新金融服务，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三都
经济建设发展做出贡献。

截至目前，三都农商银行累计投入95.8万元，免费为参保群
众制作和发放保障卡。截至10月底，累计办理社保卡37386张，
激活率达 87.61%，共设立“黔农村村通”金融综合服务站点 173
个，布放自助银行设备63台。 （何敏婷 韦国龙）

又讯 11月 9日，三都水族自治县首个“信用引领乡村振
兴”示范点授牌仪式在普安镇前进村举行。

座谈会上，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对前进村的主要产业、经
济发展现状和远景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三都农商行深入推进乡
村振兴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持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
量，通过诚信示范引领，帮助村集体、村民等多个主体有序发展，
以点带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三都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惠农富农支持力度，加快信用工程提档升级
工作步伐，扎实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
创业者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全力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及美丽乡
村建设。 （何敏婷 韦国龙）

三都首个社保医保金融示范点揭牌

养殖户龙通文和他的“小可爱”

信贷员走访调查养殖场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