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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信社“科技强社”战略的顺利推进，为我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农村金融服务。“科技强社”，成为信
贷强农的源头活水。

支农支小，全省领跑。截至 10 月 31 日，全省农信社各项存款
余额 9120 亿元，比年初增加 490 亿元，增长 5.68%；各项贷款余
额 5290 亿元，比年初增加 637 亿元，增长 13.7%。 涉农贷款余额
3915 亿元，比年初增加 190 亿元，实现了涉农贷款持续增长；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2414 亿元，比年初增加 236 亿元；有余额小微企
业贷款户数达 27.9 万户，同比增加 1.9 万户，实现了小微企业贷
款户数、贷款余额同比增加的目标。 全省农信社通过降低利率、
减免利息等方式，让利小微企业 5.97 亿元，通过减免各项费用方
式为小微企业减少融资费用 1031 万元。

石门农商银行创新推出的“易惠贷”产品，重点扶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涉农
企业，单户贷款额度控制在 10 万元 -300 万元之间，对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可放宽至 1000 万元。 根据生产经营周期合理确定贷款
期限，一般在 1 年到 3 年之间，最长可延期至 10 年。 2018 年 2 月
27 日， 石门农商银行为湖南省第一家家庭农场———石门县蒙泉
镇潘家铺村丰瑞乐家庭农场发放了期限为 1 年的“易惠贷”150

万元，由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免实物抵押、免
手续费、免保证金，并享受财政贴息和担保费补贴，综合融资成本
仅 3.41%。

全省农信社坚守支持“三农”、支持小微、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市场定位不动摇，依托“科技强社”战略的技术支撑，积极贯彻中
央和省委关于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安排部署，采取多项措施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
活力充分迸发。 逐年增大有效信贷投放，我省农信社贷款总量连
续多年位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客户
融资成本，破解民营企业“融资的高山”，全省农信社开发运用了
循环贷款、便民卡、福民卡、福农卡、POS 贷、流量贷、股权贷、运
单贷、仓单贷、应收账款贷等 80 多个特色信贷产品，较好地满足
了民营企业融资需求。通过开展“两扫五进”、“访客户、问需求、优
服务”等专项活动，持续优化信贷服务，全省农信社建立完善了阳
光信贷各项机制，公示了包片信贷客户经理联系方式、信贷产品、
办理流程，方便客户业务办理。 通过完善管理制度，优化业务流
程，提高网点审批权限，简化客户办贷手续，提高办贷效率，切实
解决贷款难问题。 通过续贷、重组等多种方式，降低客户融资成
本，着力解决“贷款贵”问题。

下一步，省农信联社将制定出台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引导全省农信社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着力提高服务民营企
业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聚焦省“百千万”工程、省“十三五”服务
业发展规划、省 20 个千亿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瞄准餐饮、零售、
电商、合作社等百强企业、示范企业名单，优先支持特色农林企
业、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园区企业发展，确保对 1000 万元额
度以下民营企业客户优先投放，确保每年民企贷款占新增公司类
贷款的比例不低于 2/3。

服务乡村振兴，锁定新的目标。 11 月初，省农信联社出台了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支持乡村战略实施意见》。这个《意见》明确提
出，全省农信社今后五年将净增加信贷投放 2000 亿元，到 2022
年末涉农贷款在贷款总额中占比不低于 85%，小微企业贷款占比
提高到 55%以上；新的信息科技系统对服务乡村振兴的乘数作用
有效发挥，“互联网 + 农信”、移动金融服务方式得到普及，普惠
金融、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支农金融服务产品、渠道更加丰富，农
信社、农商银行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和作用在服务乡村振兴中
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突出体现。

夯实强农之基，成就立社之本。 湖南省农信社“科技强社”战
略的新成效，挥写在丰收的三湘大地上，镌刻在乡村振兴的宏大
图景中。

———全省农村信用社以科技创新强化支农服务纪实

■ 柳德新 奉永成

农信社夯实强农之基，洋湖数据中心作为硬件设施处于基础
地位，而新一代业务系统作为软件设施起到战略支撑作用。

2017 年 11 月 6 日，经过连续 3 个昼夜的紧张奋战，全省农信
社新一代业务系统成功上线，并实现稳定运行。

湖南农信原有业务系统建立于 2005 年，以账户为中心，尽管
在推进业务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严重不能适应当前业
务发展的需要。着眼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和服务创新需要，精心打
造全新信息科技服务平台，对全省农信社来说尤为迫切和重要。

全省农信社新一代业务系统设计了“一个核心、 两条总线”
(核心业务系统群和企业服务总线、 数据总线)， 包括 108 个子系
统、3 万多个系统参数，核心处理能力由建成以前的 400 笔 / 秒提
升至 2000 笔 / 秒， 瞬时峰值达到 20000 笔 / 秒， 满足日均 2500
万笔、 峰值 1 亿笔的业务处理需要， 为全省 42 万户企业客户、
6053 万个人客户提供 7×24 小时服务。 它以客户为中心，具备细
分客户和分层服务的功能；以产品为支撑，通过产品参数化和组
件化实现快捷方便的产品定制和研发； 以流程为准绳， 贯彻前、
中、后台分离的理念；以服务为驱动，建设多层次立体化服务渠
道，为客户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服务。

全省农信社新一代业务系统的上线，实现了对原有系统业务
流程、服务功能、管理模式的颠覆式变革，全省农信社信息科技支
撑能力因此得到质的提升， 信息科技水平跃居全国农信系统前
列，成为彻底改变湖南农信科技面貌的标志性工程，将使湖南农

信飞得更高更远。
省农信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李勤介绍，得益于“以客户为中

心”的新一代业务系统的成功上线，全省农信社今年来支农服务
创新明显提速，新产品、新服务亮点纷呈。

———2018 年 6 月 28 日， 湖南农信福祥便民卡手机银行自助
放款业务正式上线。

这是我省农信社为客户提供的一项通过手机银行自助办理
福祥便民卡贷款发放功能的服务。客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福
祥便民卡前往发卡网点申请开通该业务后，如遇资金需求，无需
再亲临网点办理贷款发放业务， 只需使用湖南农信手机银行，即
可随时随地、自主办理放款业务，能有效为客户解决贷款发放的
时限、地域等问题。“这是在省内商业银行中特别是在县域金融服
务中，极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一款产品。 ”一县域农商银行负责人
介绍说。

———大额存单、 智能存款、 理财业务系统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成功上线。

智能存款（定期型）业务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在长沙农商银
行成功开办，大额存单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在长沙农商银行、星沙
农商银行首发成功，为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品体系奠定了基
础。 截至 10 月末，各试点行社由大额存单、智能存款业务带动新
增客户数 5957 户，新增存款 14.59 亿元。

———2018 年 8 月 25 日，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超级网银”网上
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正式上线。

“超级网银”具备跨行实时转账、跨行账户管理、跨行资金归
集等功能，将为客户提供“全天候、便捷性、实时性、零费用”的金
融服务。 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渠道随时随地发起 5 万
元（含）以下的跨行快汇业务，实现资金实时到账。“超级网银”的
成功上线，对全省农信社拓展支付方式、改善结算平台、强化市场
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 9 月 21 日， 湖南农信在常德农商银行试点推出
的首款纯线上贷款产品“常德快贷”正式上线。

“常德快贷”依托政务大数据以及银行数据、互联网数据，以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对客户进行精准识别、准入和评
级授信，客户“零跑路”，实现网上获客、网上审贷、自动风控，开创
了我省“普惠金融 + 政务大数据”的先河，意味着湖南农信的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受益于全省农信社新一代业务系统业务处理能力的提升，各
地农信社电子银行业务加快发展。 截至 2018 年 10 月末，全省农
信社已超前超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电子银行交易替代率达
78.5%，同比提升 10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长 8.3 个百分点；社保卡
激活率达 81.7%；今年新增银行卡 639 万张，发卡总量位居全省金
融机构第一位。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 新动能
11 月 24 日下午，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新一代业务

系统在洋湖数据中心实现顺利切换， 全省农村信用社

洋湖数据中心正式投产。

这是全省农信社推进经营转型、 业务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事件， 也是夯实全省农信社强农之基的一个关

键性举措。 在洋湖数据中心投产现场，省农信联社党委

书记、 理事长张志军激动地说：“洋湖数据中心的成功

投产， 意味着全省农信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迎来了一

个全新的科技支撑平台，意味着改革开放 40 年全省农

信社信息科技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转

强的重大飞跃， 意味着全省农信事业发展站在了一个

全新的起点！ ”

省农信联社 2005 年成立以来，信息化建设从零开
始，先后建设了综合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办公自
动化系统三大科技基础平台和 60 多个应用系统，建成
了以综合业务系统为中心的金融信息化平台， 带动了
各项业务快速发展，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风险管控
能力逐步增强， 社会形象稳步提升， 为全系统深化改
革、促进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产品
的不断丰富、转型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信社现有科技系
统本身固有的种种不足和缺陷逐渐显现， 在功能支撑
上与主流银行系统的差距越来越大， 与满足发展需求
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近年来，信息科技系统
建设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全系统业务发展、 转型创新
和管理提升，影响了业务产品、服务功能和管理手段的
优化创新， 限制了法人行社多样化、 个性化的服务需
求，与蓬勃发展的农村金融形势极不相称。 如客户管理
方面， 未建立可供各应用系统同步使用的统一客户信
息，没有同步更新机制，客户信息分散；无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对客户的分层和挖掘难以支撑。 再如产品服务
方面，虽然信贷、代理类业务等系统基本满足业务处理
需求，但尚未构建全行产品信息统一管理、产品定义和
开发流程管理、产品组合等体系。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

变化，推进全省农信社科技创新，强化信息科技对支农
服务创新的支撑、促进作用已是当务之急。

“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 ”为进
一步提升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 破除可持续性发展瓶
颈，实现以科技促转型、以改革谋发展的战略目标，省
农信联社 2014 年启动实施“科技强社”战略，重点实施
“三新工程”建设，即新规划（《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信息
科技中长期战略规划》）、新中心（湖南省农村信用社洋
湖数据中心）、新系统（湖南省农村信用社新一代业务
系统）。 自此，湖南省农信社信息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

这是湖南省农信社“科技强社”战略成功实施的 3
个重要时间节点———

2014 年 8 月 26 日，省农信联社第二届理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信息科技中
长期战略规划》。

2017 年 11 月 6 日，湖南省农信社新一代业务系统
成功上线，可满足日均业务量 2500 万笔、峰值 1 亿笔。

2018 年 11 月 24 日， 湖南省农信社新一代业务系
统在洋湖数据中心实现顺利切换， 洋湖数据中心正式
投产。

至此，全省农信社“三新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成
果。

新规划： 科技创新对服务创新的支撑作用实现质的跃升

新建成的洋湖数据中心分为机房建设与集成实施
两个条线，这是全省农信系统合力建成、耗资最大、影
响最广的基础建设工程。 作为全省农信系统的数据集
中、应用研发、系统维护和指挥中心，洋湖数据中心可
以满足未来 10—15 年发展需要。

———洋湖数据中心机房建设树立“新标杆”。
初冬的长沙，潮湿寒冷，路人纷纷将自己包裹在厚

厚的棉衣里。 踏进湖南省农信社洋湖数据中心主控机
房，恍如隔世，工作人员衣着单薄，室内温暖如春。

“整栋楼的制冷和供热没有使用一台传统空调，全
部采用绿色节能模式。 如，办公区采用水源热泵系统，
将机房产生的热量回收到办公区制热。 ”省农信联社信
息科技部负责人介绍， 洋湖数据中心总体能效比
（PUE）控制在 1.6 以下。

绿色节能， 只是湖南省农信社洋湖数据中心机房
建设树立“新标杆”的一个侧面。 整个机房建设，耗资 2
亿元，以安全可靠、灵活可扩展、先进实用、功能完善为
基本设计原则，兼顾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是一个符合
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一代 A 级 +T3 标准及规范
的数据中心。

作为湖南农信的生产数据中心所在地， 洋湖数据
中心机房建设对日常运行的可靠性、可用性、可扩展性
与可管理维护性有着极高要求。 例如，在安全可靠性方
面，洋湖数据中心建立了多层防护体系，从防火、防水、
防盗、接地、防雷、防鼠、防电磁干扰、降噪等方面采取
有效措施，并考虑地面承重能力等特殊技术措施，具备
高效、严密的安全区域划分。

———洋湖数据中心集成实施确立“新标准”。
洋湖数据中心集成包括系统集成、 网络集成与安

全集成 3 个部分，共投入使用服务器（含高密）机柜 421
个，综合布线使用铜缆 30 余万米，光纤 3 万余对芯，采
购并集成设备 713 台，建设水平在湖南省金融行业乃至
全国农信系统中均处于前列，并实现技术标准化、资源
动态化、安全体系化、管理自动化。

网络集成，为全省农信社系统提供稳定可靠、安全合
规、灵活易管理的网络环境。数据中心适应 10G以太网接
口服务器的使用标准， 设计核心骨干网络 40G的带宽解
决方案，并预留网络资源。同步实施的全省市县广域网改
造， 彻底解决了市县广域网线路带宽不足、 备份线路缺
失、IP地址紧张、市县架构缺陷等一揽子突出难点问题。

安全集成，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动态监
控”的安全防护体系，严格按照国家信息系统三级等级
保护的要求，采用系统分级、安全分域的建设思路，在
各网点节点部署多种安全设备，具备入侵检测、授权管
理、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多重功能，实现了事前
防护、事中监测、事后审计的建设目标。 针对云安全和

“零日漏洞”等新型安全威胁，构建了一整套的安全态
势感知体系，确保数据中心安全运行。

“两地三中心”容灾及基础软硬件系统集成，更是
洋湖数据中心的亮点。 此前，全省农信社同城灾备中心
缺失，灾备环路尚未形成。 省农信联社决定毕其功于一
役，同时实施“两地三中心”建设，最终建成以洋湖数据
中心为生产中心、星沙数据中心为同城灾备中心、北京
农信银中心为异地灾备中心的“两地三中心” 容灾格
局。 生产中心与同城灾备中心实现数据同步复制，实现
零数据丢失； 同城两中心与异地灾备中心进行数据异
步复制， 三中心采用同 / 异步灵活转换的复制技术，保
障全系统重要金融数据的安全可靠。

新中心： 总体水平跃升至全国农信系统前列

新系统： 为推进支农服务创新提供强大动能

新成效： 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湖南农信扶贫业务宣传现场。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洋湖数据中心指挥中枢。 田超 摄

长沙农商银行大额存单成功发行。

在农信社、农商银行信贷支持下，各地农业产业风生水起。 图为宜章县天塘和宜红茶基地。 邓加亮 摄

工作人员邀请客户代表当场办理“常德快贷”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