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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农 惠及万家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林立的中牟县，金融行业

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如何在百舸争流的局面中找到
一个适合发展的空间，把自身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走出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中牟郑银村镇银行稳健
前行的关键。

结合当地的实际，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认真研究村
镇银行的发展方向、定位、做法。该行秉承扎根村镇、
服务“三农”理念，在发展中“农”字当头，注重从“农”字
上做文章，在“农”字上要效益。

正是这一理念，让中牟郑银村镇银行的员工积极
融入农村、融入农民、融入农村经济，在农村这片金融
供给不足的土地上，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绳锯木断，滴水石穿。匠心筑梦，行稳致远。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而农村金融与“三农”事业更是共生共荣。

中牟县三农协会委员会作为中牟郑银村镇银行下
沉服务的创新之举，研究“三农”、联系“三农”、服务“三
农”，了解农民心声、凝聚农民精神、助力农民所需，搭
建了一座与农民兄弟沟通服务的桥梁，打通了中牟县
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也更加印证了中牟郑银
村镇银行“姓农亦姓土”的“三农”本色。

“在省银监局，中牟县委县政府、县直各部门、各
乡镇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牢固树立支农支
小定位，依法合规经营，本着勤奋务实敬业兴企的决
心，多年来在全国村镇银行系统中排名第一，连续多
年被中国银监会评为监管二级银行，成为村镇银行价
值导向的‘风向标’。”李贵福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
根固于农，业本于农，坚守支农支小战略定力，发挥地
缘、人缘优势，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打
造一支新时代金融服务生力军，把中牟郑银村镇银行
办成‘咱老百姓自己的银行’，为都市田园新城建设再
添‘助推剂’，不断增强中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卢文军 丁慧心 郑莹

扎根村镇扎根村镇 服务服务““三农三农””支持小微支持小微 同生共赢同生共赢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中牟郑银村镇银行：“：“咱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咱老百姓自己的银行””
十年磨一剑。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深扎农

村沃土，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创

新普惠金融，服务万千百姓，交上了一

张张耀眼靓丽的成绩单。

2009 年 12 月 29 日，由郑州银行

联合中牟县政府发起设立的为“三农”

量身定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

牟郑银村镇银行正式挂牌成立。这是

郑州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农村金

融体系，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

大举措。

时至今日，中牟郑银村镇银行已

从一家总行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中牟县

29家网点全覆盖的燎原之势。从依靠

政府支持到反哺地方经济、深受政府

认可……当初深埋的普惠金融种子已

然成长为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在当地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成为全国农村金融中不可忽视的领先

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目前，该行

注册资本、资产规模、存款、贷款、利

润、网点数量、综合能力均居全国村镇

银行前列，2016年 11月，成为河南省

银行业协会村镇银行工作委员会第一

届主任单位，并先后荣获“全国经营管

理优秀村镇银行”“全国十佳支持美丽

乡村银行”“最具特色村镇银行”“中国

服务三农优秀村镇银行”“中国服务县

域经济十佳村镇银行”等荣誉称号。

大批兄弟银行慕名而来，更有台湾考

察团不远千里跨越海峡，学习该行落

地实效的经营理念和“与农民融为一

体”的服务精神。

为环卫工发服装为环卫工发服装。。
东莞银行来访东莞银行来访。。

党旗红，企业兴。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打造

“红色团队”，让党建与企业发
展互融共进，把党建优势转化
为竞争优势，引领企业发展，创
新之路越走越宽。

2017 年 6月，中牟郑银村
镇银行由党总支调整为党委，
下辖10个党支部，共有党员86
名，经党员大会选举成立纪律
检查委员会。当年，行党委始
终坚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围绕“党建引领，扎根
村镇、服务三农”的总体思路，
各项工作任务均圆满完成。

党委领导一切，行重大事
务必须由党委会议集体研究
确定，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每年
召开党委（支部）会议数十次，

研究解决行内重大事务。夯
实党委书记抓党建第一责任，
以身作则，坚持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为全
体党员上党课、做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带头组织学习习近平
系列重要讲话及中央、省市
县、街道基层党建有关会议精
神，始终让行内自上而下充满
党的色彩。

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
员培养成骨干。目前，中牟郑
银村镇银行 29名支行行长中，
党员共计18人，占比达62%。

同时，坚持全员培训，利用
周末，分三批对全体党员开展

“忆苦思甜”全军事化管理培
训。坚持提升党务干部素质，
组织党务骨干赴河南鑫山党

委、圆方党委学习党建工作；参
加县“从严治党”学习教育培训
活动；参加厦门大学党务干部
专题培训班。坚持党员培育标
准，丰富组织活动，提升党员党
性意识，成功举办“五四”青年
节登山活动，组织党员分批前
往革命圣地延安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借助“中牟红管家”平台，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开展的各
项党务活动及时发布，对开
展活动的党员和支部进行加
分。结合年度总积分，在年
底的党员表彰大会，评出优
秀党员、优秀基层党组织并
进行表彰，调动了党员们的
积极性，并获得了广大党员
一致好评。

兴企为民，回馈社会。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

者怀其源。”通过一件件事，帮
扶一个个有困境的人，中牟郑
银村镇银行一直彰显着应有的
社会担当。

今年 1月 31日，中牟郑银
村镇银行联合中牟县慈善总会
举行慈善救助仪式。本次救助
对象涉及全县七个乡镇和一个
街道办事处共计 49 户贫困家
庭，救助金额近 12万元。救助
对象从持有该行“解忧证”的人
员中筛选，定向为其提供救助
资金，通过中牟县慈善总会进
行发放。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慈善救
助资金以助学、救困、扶贫为
主。包括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导
致生活困难者、家庭经济有重
大困难者、求学困难者、重大疾
病导致生活困难者，重点关注
生产生活弱势群体，从 2016年
起已向中牟县域发放“解忧卡”
16.8 万张，以持卡者作为申请
该行救助对象。

5月 29 日，在六一儿童节
来临之际，中牟郑银村镇银行

携手中牟县慈善总会在刁家乡
付李庄社区小学开展“欢乐和
谐庆六一 村镇银行献爱心”慈
善捐助活动。

该行向中牟县贫困儿童较
为集中的刁家乡付李庄社区小
学捐赠了电脑、排球、篮球等节
日慰问品，孩子们看到捐助物
品，个个喜笑颜开，幸福地感受
着来自村镇银行的关爱，孩子
们收到的是礼物，传递的是爱
心，流淌的是快乐。

同时，该行坚持“扎根村

镇、服务三农”，聘请豫剧团开
展送戏下乡活动，丰富农民文
化生活；组织送医下乡，免费为
村民进行心电图、血常规等方
面的检查；聘请理发师，定期到
各支行、各乡镇为村民理发，用
慈心善举和谐一方百姓。

截至目前，中牟郑银村镇
银行已投入帮扶助困逾 500万
元，帮扶有困难家庭 400余户；
每逢重大传统节日，各支行定
期对困难群众、敬老院进行走
访慰问等。

扎根村镇 支农支小

长期以来，农村一直是金融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希望的田野，成
了金融体系的贫瘠地带，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已然成为扼制我国
农村经济发展的“咽喉”。

“农村金融搞好了，‘三农’问题才能有效地得到解决，新农村的
建设才有希望。”建行之初，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就深感
任重道远，“中牟郑银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必须立足当
地，服务‘三农’经济，服务小微企业，以发展县域经济为己任，促进当
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办“咱老百姓自己的
银行”，真正把根扎在农村，把服务做到农村。为更好地为农民提供
金融服务，先后在刘集、九龙、狼城岗等乡镇设立支行，逐步形成以总
行为中心，覆盖中牟所有乡镇和重点村的金融服务网络。在不设服
务网点的地方，则有客户经理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包乡镇、分包村
庄，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办成与农民零距离的银行。

成如容易却艰辛。因为没有范本可借鉴，中牟郑银村镇银行行
长李贵福形象地将其描述为“行走在隧道之中”。“四面漆黑一片，只
能踩着摸着向前走。但只要心怀信念，就能迎来光明。”

经过9年多探索实践，中牟郑银村镇银行坚守“支农支小”定位不
动摇，逐步成为中牟县农村金融的主力军、生力军。截至 2018年底，
全行总资产达 169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153 亿元，其中，储蓄存款达
10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8亿元。自成立至今累计投放至中牟县城
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方面贷款高达 241.76亿元，累计发放种植养殖
类、农副产品批发加工类农户贷款76.63亿元，真正实现了扎根村镇、
服务县域内经济建设发展的目标。

探索创新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一项重要工作，中牟郑银村镇银行一直把
精准扶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解决农村地区贷款难的问题，该行结合中牟县域经济特点，不
断创新信贷产品，优化贷款流程，先后推出了“祥农贷”“绿卡贷”“香
椿香”等多种惠农创新产品，涉及蔬菜种植、草莓种植等多种特色种
植业，并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设计不同产品，以此解决农户贷款品种
少、贷款时间长的问题。

与传统农村金融“输血”式的贷款不同，中牟郑银村镇银行坚持
以融资推动项目建设，变“输血”为“造血”，不仅解决了农村居民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也有效保障了信贷资金的安全。

中牟县官渡镇田庄村，曾是中牟县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因无金融
机构愿意贷款，发展举步维艰。经过深入了解，中牟郑银村镇银行不
仅授信田庄村用于偿还欠款，并帮助其成立香椿种植合作社。截至
目前，该行已累计为村民提供 3000余万元贷款资金支持，建设钢骨
架日光温室170余座，种植香椿1000余亩，带领全村230余户农民走
向致富之路。

这，只是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扶贫助农的一个缩影。
“在中牟，哪个乡镇的哪个村谁家有困难，谁家是值得关注的困

难户，我们都一清二楚。”对于扶贫工作，中牟郑银村镇银行的员工挨
家挨户走访，精准摸底，有重点、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联系帮扶，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截至目前，该行共开发 318个信用村，4
万余户信用户，累计发放 41070 笔绿卡，累计发放贷款金额 19.6 亿
元。有力支持了当地贫困农民在脱贫致富中的资金需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对农村
金融的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郑州银行的指导、支持、帮助
下，中牟郑银村镇银行始终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探索出了农村金融
发展的新路子。

企业党建 一抹亮色

热心公益 回馈社会

有了解忧卡有了解忧卡，，没了后顾忧没了后顾忧。。参加中国村镇银行联盟张家界会议参加中国村镇银行联盟张家界会议。。

位于郑开大道的总部大楼位于郑开大道的总部大楼。。

向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向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对优秀三农会员进行表彰对优秀三农会员进行表彰。。

高效高效、、舒适舒适、、便捷的办公环境便捷的办公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