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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农商银行：党建引领 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每天凌晨每天凌晨，，位于中牟县的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内车水马龙位于中牟县的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内车水马龙，，一片忙碌景象一片忙碌景象。。

这是国内著名的农产品物流中心这是国内著名的农产品物流中心，，来自世界来自世界40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从这里分销至全国各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从这里分销至全国各地，，已经形成已经形成““买全球买全球、、

卖全国卖全国””发展格局发展格局。。

尽管现在园区已有十几家金融机构尽管现在园区已有十几家金融机构，，但早在但早在20122012年年 11月月，，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开业时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开业时，，因为地处乡镇因为地处乡镇，，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偌偌

大的园区缺少金融服务大的园区缺少金融服务，，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中牟农商银行党委毫不迟疑中牟农商银行党委毫不迟疑，，马上决策马上决策，，66个月后个月后，，中牟农商银行成为入驻园区中牟农商银行成为入驻园区

的首家金融机构的首家金融机构，，七年时间七年时间，，从一片荒芜到满眼繁华从一片荒芜到满眼繁华，，一群平均年龄一群平均年龄2727岁的年轻党员岁的年轻党员，，让党旗在让党旗在53005300亩的万邦市场高高飘亩的万邦市场高高飘

扬扬，，至今累计发放贷款近至今累计发放贷款近77亿元亿元，，扶持商户扶持商户20002000多家多家，，极大地解决了商户运营周转的资金需求极大地解决了商户运营周转的资金需求。。

这只是中牟农商银行支持国家这只是中牟农商银行支持国家““三农三农””战略的一个缩影战略的一个缩影。。

深耕县域市场深耕县域市场6767载载，，中牟农商银行不忘初心中牟农商银行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始终坚持““姓农姓农”“”“姓党姓党”，”，坚守在坚守在““支农支小支农支小””的第一线的第一线。。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关键在党。。乡村振兴不是喊喊口号乡村振兴不是喊喊口号，，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大战略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大战略，，为做好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答为做好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答

卷卷，，该行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该行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小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小组”，”，及时出台及时出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提出实施乡村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的振兴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路径路径：：以乡村振兴为中心以乡村振兴为中心，，以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两个方向以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两个方向，，按照能贷尽贷按照能贷尽贷、、流程精简流程精简、、融资最惠三个原融资最惠三个原

则则，，共建共建““党建联盟党建联盟”、”、打造全新产品打造全新产品、、开展开展““政银合作政银合作”、”、提升精准服务四个措施等提升精准服务四个措施等““规划图规划图””和和““时间表时间表”，”，要求全行统一思要求全行统一思

想想、、整合资源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形成合力，，新增新增““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信贷资金信贷资金100100亿元亿元，，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党建+支持“三农”奏响富民强音

当永定庄村干部郝书强听到中牟农商银行
要整村授信，进行挨家挨户贷款评级授信时，惊
异地说：“这是一项大工程，一共二三百户，你们
没有一两个月是走不完的！”

从那时起，田间地头忙碌的农民中间总会出
现中牟农商银行“乡村振兴党员服务队”的身影。

老百姓笑着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上
门为我们发放贷款来了。”一个星期后，当 15张
大红纸打印的授信评级公示表在村头公示时，
郝书强佩服地笑了。

为了确保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有力度、可持
续，中牟农商银行党委将支持乡村振兴纳入全
行发展战略，联合县委组织部、各乡镇党委，辖
内党支部对接各村支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动与县、乡（镇）、村三级党组织的联动共
建，开展政银党建金融共建活动，行党委带头

“调查在一线进行，问题在一线解决，责任在一
线落实”；各支部成立“乡村振兴服务队”，确保
在支农的路上，时刻有党员声音，关键时刻有党
员身影，让党组织成为支农富农的战斗堡垒。

工作成绩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数据：433个行
政村授信全覆盖，采集农户信息 3.8万户，该行
乡村振兴工作“实”在了工作的成效上，也“实”
在了群众的心里。

同时，该行积极打造金融服务全覆盖体
系。目前，全县 56个营业网点、33处自助银行、
50 个普惠金融服务站、3087 台 POS 终端和
6410个二维码支付的全覆盖金融服务网络，打

通了乡村振兴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不仅如此，今天，农商银行的很多业务实现

了“最多跑一次”，甚至不用跑。如“金燕e贷”纯
线上信用贷款产品，只需登录手机银行一键申
请，贷款“秒”到账；“金燕e付”扫码收单业务，手
机一扫，瞬间到账；作为全省金燕信用卡的首发
行，该行率先给中牟城乡百姓的美好生活带来
了无限可能。

党建+精准扶贫 加快脱贫步伐

走进袁家村“阳光超市”，40多平方米的店
面里，只见一排排整齐的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
品有序摆放。老板娘刘莲叶正在热情招呼顾
客，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感谢中牟农商银行送来的扶贫贷款，让俺开
起了这家超市，一家人终于摘掉了穷帽子，日子越
过越好！”身有残疾的她挺直了腰杆儿自信地说道。

在走访中牟农商银行支行的过程中，行长
们手头都有 3份资料：总行下发的关于开展“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活动的实施方案、支行所在乡
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名单以及各支行对照名单
开展入户调查、设计信贷支持方案的“金融精准
扶贫”档案。

“这家贫困户我们去了 4趟，计划授信 4万
元，支持他建蔬菜大棚。”官渡支行党支部书记
指着已经翻得发皱的贫困户名单说。

早在 2015年 4月，中牟农商银行就种下了
脱贫攻坚的“金种子”。该行联合县财政部门、
扶贫办，开展对贫困村的帮扶。在全县选定 10

个贫困村，县财政拿出500万元，以每村50万元
的额度设立扶贫风险担保基金，中牟农商银行
以 5倍的信贷资金投放支持贫困村有发展生产
意愿的贫困户脱贫增收。由村两委筛选、推荐
贫困户，张榜公示授信名单，中牟农商银行尽职
高效调查，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发放，“金种
子”帮助贫困户找到发展的“金钥匙”，同时萌发
了贫困户的信用意识。

今年以来，脱贫攻坚进入了要攻克“坚中之
坚”的阶段。中牟农商银行勇于担当，自我加
压，深化精准扶贫。在“金融精准扶贫”贷款活
动方案中，记者看到了量化的目标：全年投放个
人小额扶贫贷款 1000 万元，投放产业、项目扶
贫贷款 3500 万元；实现贫困村信贷业务全覆
盖；贫困户入户调查建档率 100%。此外，方案
还明确了行领导分片包干、考核激励等配套机
制，确保打好脱贫攻坚战。

“这就是一份军令状，必须不打折扣、保质
保量完成。”中牟农商银行党委书记丁继红掷地
有声地说。

党建+支持产业 厚植发展优势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中牟农商银行牵住“党建+”的“牛鼻子”，主

动融入县域经济发展大局，组织开展联合“帮
扶”活动，围绕县域“三大主导产业”，通过企业
授信会，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破解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了一批以万邦物流
园、比克电池、郑州泰祥汽车产业物流园为代表

的行业龙头，累计投放贷款超 800亿元，切实找
准金融服务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全
力支持产业兴旺。

郑州泰祥汽车产业园有限公司于 2013年 3
月入驻中牟县汽车博览园，2014年 6月，因项目
的开发加速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紧张，面对该企
业无抵质押物，其他银行不愿意放贷的现状，中
牟农商银行从该企业的销售经营流水入手，创
新采用中小企业保证形式，为该企业提供了
3000万元贷款，解决了公司的燃眉之急，并在贷
款到期后，主动降低续贷利率。

目前，郑州泰祥汽车产业园承接了郑州南
三环汽配市场近90％的客户，商铺供不应求，也
大大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的就业、创业。

该行一方面建立民营企业贷款“敢贷、愿
贷”机制。按照公平竞争、平等待遇的原则，在
对于小微企业授信的准入门槛、授信审批、资金
发放、责任追究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尤
其是切实落实尽职免责制度，为信贷条线人员

“松绑减压”，适度提高信贷风险容忍度，有效支
持了小微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建立“能贷、会贷”机制。深度开
展银企对接，自 2012 年以来，该行每年举办企
业授信会，授信企业累计达 884家，授信金额高
达 332 亿元。凡经评级授信的企业有信贷需
求，可以直接向县域任何一家基层支行提出申
请。在贷款审批环节，该行按照“急事快办、特
事特办”的原则，对评级授信企业实行快报快
批，真正实现企业融资的短、平、快。同时，主
动下调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经测
算，5年来累计让利近 5亿元，得到了党政及中
小企业的高度赞誉。

贷得快，还得贷得准，有项目，能致富。
该行按照“一行一品、一户一策”的思路，支

持了一批以郑州泰祥汽车产业物流园、万邦物
流园、雁鸣蟹岛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龙头；积极支
持特色农业，以无担保纯信用“金燕快贷通”贷
款为载体，支持姚家镇“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
草莓种植项目，由起初的西春岗一个村发展到
三个村，并带动了全县种植草莓 1.5 万余亩，亩
均纯收入由最初的 6000元提高到 2.5万元。为
扶持狼城岗镇蜗牛养殖、菊花种植、蒲公英种植
产业发展，该行开发了“菊花贷”“蜗牛贷”“蒲公
英贷”等特色产品，已帮助千户农户脱贫致富。

23个基层党组织、225 名党员始终坚守在
第一线……

万余人次参与乡村振兴信贷金融服务行
动……

普惠金融服务办理百万笔、上百亿元资金，
几十万老百姓直接受益……

一串串数据的背后，凝聚着中牟农商银行
党委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点滴故事和精彩
瞬间。

通过党建引领，中牟农商银行走出了一条
加快自身改革发展和支持乡村振兴相得益彰的
铿锵之路，开创了各项工作新局面。

中牟农商银行是中牟县成立时间久、资产
规模大的一家本土金融机构，自成立以来，始终
以“扎根三农，普惠民生”为己任，为中牟县的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中牟农
商银行发展稳健，资产规模、存贷业务、盈利能
力等多项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农信系统前列，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创造了农信社改革发展的

“中牟模式”。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全 县 行 政 村 授 信 覆 盖

100%，为 4万名农户和商户的生产经营提供了
资金支持，很多农村青年、下岗工人、待业大学
生、困难群体因此多了生活的新希望。

自 2014年建立中牟县首支“金燕慈善助学
助困基金”，累计投入资金 800万元，为“慈善中
牟、和谐中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中牟农商银行对地方税收做出积极
贡献，五年来累计纳税金额超10亿元。

截至 2019年 6月末，该行资产 306亿元，各
项存款余额 23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158亿元，
存贷款份额稳居全县同业前列，荣获了“郑州市
十大爱心企业”“河南省银监局省级标杆银行”

“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示范单位”等
百项荣誉称号。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
‘考卷’，中牟农商银行要以更大作为、更高质量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谈
起今后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的思路和打算
时，丁继红满怀信心地表示，“强化乡村振兴金
融支持，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最大限度地把全
行干部职工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通过与县委、
县政府构建三级党建联盟，重点在提升金融服
务、强化信贷支持两个方面下足功夫，引领全行
干部职工在服务、支持乡村振兴中彰显党员本
色，以务实担当的新作为、新成效谱写中牟农商
银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卢文军 李会芳 宋 超 刘爱英

迎民族盛会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庆七十华诞
（系列三）郑州供水“优秀退役军人”

眼明心细，他总是拾金不昧
见人先笑，眼神明亮，王永亮有一双“慧眼”。

2012年 3月 12日上午，王永亮来到位于京广路和

永安街交叉口的小赵砦1号院，对该处一块地埋水表进

行周检换表，发现一破木箱子，他在移动时发现里边有

一个钱包，钱包里有学生证、身份证和火车票等物。经

过多方联系，王永亮接到了失主小韩的电话，原来小韩

的钱包被偷，没想到居然被藏在了水表井。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今年1月份的一天傍晚，王

永亮骑行到西三环地铁口时，捡到一黑色钱包，里面

有些零钱和一个身份证，大冷的天儿，王永亮原地等

了约一个小时，一个背着黑色双肩包的男孩出现了，

王永亮仔细一瞅，径直走上前询问：“你是王××?”没

想到男孩一口答应，真的找对人了。

一有问题找“小王”，小王是谁？
“小王，家里水压太低了，你来帮帮我吧？！”6月 18

日，家住保全街95号院身体残疾的独居老太太，给“小
王”打电话。

王永亮上门，把锈蚀的水龙头滤网、表井阀门甚
至热水器都清理了一遍，终于打通了老人家供水的各
种障碍。

有问题找“小王”，感谢“小王”的也多。去年 7月
3日下午，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来到营业处二七营
业所送感谢信。原来，2016年春节，这位老太太因用
水问题拨打了供水热线，接到任务的王永亮火速前去
处理。

时隔两年，老人家中再次出现用水问题，老人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了王师傅两年前留下的服务卡，
王永亮二话没说，接到电话就赶到老人家中，自己出
钱买配件，义务帮助老人修好了供水设施。

当老人专程来到二七营业所，经过核对电话号
码，才知道两次帮助她解决用水困难的就是二七维修
班的“小王”，真名王永亮。

维修范围变了，“舍不得”帮扶了十
几年的困难户

“谭大娘，你在家没？”6 月 20 日，王永亮拿出手
机，拨打了一个没有写名字的电话号码，俩人熟络地
聊了会儿。

王永亮口中的“谭大娘”叫谭金秀，和老伴住在兑
周村5号楼，女儿在外地。前些年，谭金秀的老伴得了
脑溢血导致偏瘫，今年春节老先生又出了车祸卧床不
起，家中度日维艰。

谭金秀老两口住的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各种设施
老化，问题层出不穷，如马桶漏了、下水道堵了……只
要谭金秀一个电话，王永亮的回答永远都是：“中，
没问题！”

王永亮对谭金秀的帮扶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当
时老人报修后王永亮上门维修，顺手给老人留下了自
己的手机号，没想到这个手机号从此成了“热线”。

2015年，王永亮所在的班组工作区域调整，谭金秀家
已经不属于王永亮工作的辖区，但是每次接到谭金秀
的求助电话，王永亮总是有求必应。

每天 6 公里步行上下班，就为了
合格献血

五本无偿献血证，坚持献血15年，献血 8次，累计
献血量3000毫升。

40多岁的王永亮看起来气色红润，非常健康。王
永亮说，为了合格献血，只要天气允许，每天步行 6公
里上下班。

谈及献血的初衷，王永亮说“最初的原因就是奉
献”，而支撑他坚持下来的动力也只是“想多奉献几
次，帮助更多的人”。

模范带头，整支队伍素质服务水平
都很高

王永亮所在的二七营业所维修班，负责郑州市京
广铁路以西、陇海路以南区域20多万只注册水表的供
水抢修任务。多年的维修经验，让王永亮对辖区的情
况一清二楚，每次用户报修不仅修得好，修得快，还会
留个电话，这一留往往就成了“热线”。

在自来水公司营业处，像王永亮这样的人还有很
多，如冒雪抢修的张威、泡水作业的邵欣等，张威所在
的金水维修班还被授予全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称号，
他们立足供水岗位，认真践行雷锋精神，进社区开展
便民服务，为用户义务维修供水设施、开展扶危助困，
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汇集成甘泉滋润着千家
万户。 张 华 宁 琳 钟 夏 文/图

退伍不褪色，退役

不退志。退役军人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力量。在郑州供

水行业，一批又一批的

退役军人扎根基层、能

打能拼，涌现出感动全

国 网 友 的“ 短 袖 哥 ”张

威、抢修队长张斌等，他

们用智慧和汗水默默为

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贡

献力量。值此全市上下

喜迎民族盛会，欢庆新

中 国 成 立 七 十 华 诞 之

际，郑州日报联合郑州

供水挖掘了一批郑州供

水岗位上“优秀退役军

人”，集中展现散落在身

边的“平民英雄”。

一次报修 十几年义务上门服务

一次报修，十几年义务上门服务，时间在变，
辖区在变，义务服务始终不变。今年 44岁的王
永亮，十几年来时刻为用户伸出温暖的双手。自
2006年 8月份退伍到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营业处以来，用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平凡善举滋润人心。

为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

法诉求，进一步规范信访秩序，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经郑州

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将郑州市党政领导 7月份信访接待日安

排予以公布。

接访时间：7月 12日至31日。

接访地点：市党政领导分别到其联系或分管单位的人民来

访接待场所接访。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 7月 12日

关于郑州市党政领导 7月份信访接待日安排的公告

接访领导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

郑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焦豫汝

郑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区党工委书记马健

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

郑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富强

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鹏

郑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

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东辉

郑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牛卫国

接访时间

7月 12日

7月 18日

7月 19日

7月 15日

7月 16日

7月 18日

7月 17日

7月 19日

7月 23日

7月 19日

接访地点

中原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新郑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中原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航空港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来访接待室

中牟县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东新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登封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金水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二七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接访领导

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黄卿

郑州市委常委、郑州警备区政委白江民

郑州市副市长李喜安

郑州市副市长万正峰

郑州市副市长孙晓红

郑州市副市长吴福民

郑州市副市长史占勇

郑州市副市长马义中

郑州市副市长陈兆超

接访时间

7月 24日

7月 17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2日

7月 29日

7月 31日

7月 30日

7月 31日

接访地点

郑州市委网信办来访接待室

惠济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市水利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商务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卫健委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资源规划局来访接待室

高新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市公安局控告申诉大厅

郑州公积金中心来访接待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