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永成 洪 樱 成依潇 刘雯娟

做好“六稳”落实“六保”。今

年，省委、省政府就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作出了一系列

决策部署。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

主力军——湖南农信系统扛起政治

责任，彰显担当作为，打出“信贷”组

合拳，全力支持粮食、生猪等产业链

发展，为涉农企业、小微企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户纾困解

难，传递“农信温度”。

稳步推动
农机产业贷款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省农信联社先后与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农机事务中心及

省农保公司调研论证，着力解决农

机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问题。4 月 8 日，和省

农担公司联合印发《“惠农担—农机

贴息贷”产品实施方案》，以政策性

担保作为融资增信手段，为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主体农机购置提供金融

创新服务。构建“农业部门推荐客

户+财政部门贴息贴费+农担担保+

农商银行贷款”的合作机制，开通

“惠农担—农机贴息贷”绿色通道，

限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为全省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农机购置快速获

得低成本贷款提供金融支持。截至

6 月 18 日，全省农信系统累放农机

产业贷款 18.53 亿元，现有农机贷款

余额 4.76 亿元。

双峰农商银行认真落实“农业

部门推荐客户+财政部门贴息贴费+

农担担保+农商银行贷款”合作机

制 ，成 功 发 放 首 笔 120 万 元“ 惠 农

担-农机贴息贷”专项贷款。同时，

该行利用国家补贴、财政贴息等优

惠政策，对省级农机制造重点企业

的生产、销售等经营情况走访了解，

以企业内部股权质押的方式，为农

友机械累计发放股权质押贷款 800

万元。截至 6 月底，共计向农机生产

企业发放农机贷款 1.6 亿元，贷款余

额 6210 万元；向 125 户种养大户、合

作社发放农机贷款 1.6 亿元，贷款余

额 2150 万元。

汨罗农商银行积极推动“农机

贷”贷款发放，加大与供销社的合作，

主动对接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农业合

作示范社、家庭农场，及时满足农资

生产、农资供应等重点客户信贷需

求。截至目前，共计发放农机产业贷

133户，金额1910万元。

岳阳农商银行主动走访辖内各

农机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和农机销

售机构等客户，通过在各村镇张贴海

报、悬挂横幅、广播宣传等形式，加大

对“惠农担—农机贴息贷”的宣传力

度，确保及时获取客户资金需求信

息。截至目前，共计发放农机产业贷

53户，金额624万元。

扛起纾困重任
彰显农信担当

——湖南农信系统打出信贷“组合拳”
促进粮食、生猪等产业链发展

“猪粮安天下”。猪肉是与粮
食同等重要的农产品，生猪产业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省
农信系统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
地方金融排头兵、普惠金融领跑
者，主动对接市场，出台了《关于
加大信贷支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要求各农商银行要广泛
了解生猪养殖、屠宰、猪肉加工、
生猪储运销售等链条节点生产经
营主体的情况，及时足额满足有
效信贷需求，2020 年全系统新增
生猪产业贷款不低于 42 亿元，为
稳定生猪市场、保障民生大事贡
献农信力量。

上门送政策，摸排难题。全省
农商银行主动开展送金融服务上
门活动，加强走访摸排，主动上门
送政策、送贷款、送服务。石门农
商银行通过多次上门走访，了解到
湖南旺满仓生态农业公司的贷款
需求，迅速开展对接，单列“公司账
户质押+经营场地固定资产抵押+
股东保证担保”的信贷计划，先后
两次为公司发放了 300 万元、800

万元“养殖贷”，解决其 3000 头母
猪满场计划的资金问题。浏阳农
商银行采取公示客户经理名片、联
企联村联片等方式，组织客户经理
上门上户走访生猪养殖户，了解其
养殖经营情况及困难，并制订相应
的金融帮扶计划。截至 2020 年 6
月末，该行共计发放生猪养殖贷款
2500户，贷款余额28548.9万元。

政银合作，架起连心桥。为帮
助养殖户更好的发展，常德农信系
统积极联系相关政府部门，为政府
和养殖户间架起连心桥。6月5日，
与常德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联合下
发了《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强
信贷支持生猪产业发展工作的实施
意见》，进一步支持生猪产业复产稳
产保供，助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切实发挥农商银行服务“三农”、支
持小微的主力军作用。截至6月30
日，全市生猪养殖贷款客户805户，
贷款余额17155万元。汨罗农商银
行与汨罗市农业农村局签署《金融
支持恢复生猪生产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及时开展联合调查，提高资金

投放效率。截至6月15日，该行涉
生猪养殖贷款投放6725万元，比年
初增长1450万元，重点支持了261
户养猪大户的资金需求。

快速审批，传递“农信温度”。
各地农商银行全面强化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保障，建立绿色通道快速
审批流程，向客户传递农商银行的
温度和担当。韶山市长久食品有
限公司加工生产的鲜猪肉是市内
各大超市和集贸市场的重要供货
来源，是韶山市民生保障的重点物
资企业。了解到该公司的资金困
难，韶山农商银行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开通绿色通道，
进行专人对接，专属服务，仅用了
10 小时就向该客户发放了 500 万
元贷款，有力保障了企业生产的资
金需求。截至 6 月末，该行共发放
生猪生产贷款 13 户，金额 5430 万
元。邵阳农商银行推出“养猪场综
合抵押贷款”等特色产品，开通信
贷直通车，加快审批速度，自年初
以来共计支持生猪养殖客户 56
户，发放贷款6000万元。

保障粮食生产是“三农”的根
本，也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春季，
湖南农信系统积极投入到金融支
持春耕备耕、粮食生产的行动中。
特别是今年 3 月 9 日湖南省委书记
杜家毫在岳阳调研春耕生产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后，省农信联社按照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全省
102 家农商银行及时摸排各类农业
经营主体全年生产计划和相应资
金需求，以快行动、高效率、优服务
全面助力粮食生产。截至 6 月 30
日，全省农信系统涉农贷款余额
4534 亿 元 ，占 各 项 贷 款 比 例
67.44%；1-6 月累放农业贷款 2203
亿元。

主动对接，备足资金。省农信
联社多次下发通知部署金融支持农
业生产，要求全省农商银行切实发
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大对春
耕备耕、粮食生产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重点围绕化肥、种子等农资和农
业机具设备采购、现代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粮食加工流通企业复工复
产等方面加大信贷投放，做到信贷
计划优先安排、资金需求足额保
障。如今年郴州农信系统开展“千
名党员联千村”行动，全体员工主动
对接联点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种 养 大 户 、农 户 等 ，共 走 访 农 户
21262 户 、授 信 24.7 亿 元 、用 信
20.14 亿元；共走访企业 305 户、授
信11.86亿元、用信8.5亿元。

靶向施策，有的放矢。为精准
对接粮食生产资金需求，全省农商
银行在持续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扶贫小额贷款等惠农信贷产品
的基础上，聚焦农户、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粮食
生产的各个环节，开辟专门渠道、提
供专属服务，全力加大信贷资金支
持力度，强化金融产品创新，优化服
务模式。安仁农商银行推出“稻香
贷”，采取“企业+农户+银行”三方合
作模式，全力满足辖内水稻种植大
户信贷需求。截至 6 月 30 日，共支
持 164 户种植水稻客户资金需求，

发放“稻香贷”2420万元。冷水江农
商银行发放“福耕贷”168 笔，金额
823 万元，用于支持农户购买良种、
农药、化肥、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
料，切实为农户减少利息成本 33.33
万元。

优化服务，降低成本。为帮助
农户抢抓时间开展粮食生产，各农
商银行实行快审快放、手续从简、
即时受理、限时办结措施，全力保
障粮食生产资金需求。衡阳农商
银行对粮食生产经营新增客户的
贷款申请开辟绿色办贷通道，做到
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对
生产经营正常的存量客户做到应
贷尽贷，支持客户扩大种植面积，
提升加工能力或增加库存；对粮食
生产经营龙头企业，结合央行支农
支小再贷款政策发放的贷款年息
为 4.55%，降低客户和企业经营成
本；对一般生产经营户，通过提供

“产业扶贫信贷通”“创业信贷通”
或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解决他们
生产经营中的融资难题，为扩大粮
食种植面积、保障市场供应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支持。截至 6 月 30 日，
该行支持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
设贷款余额 4323 万，累计发放粮食
生产经营贷款 2936 万元。各地农
商银行还通过“村村响”惠农广播、
支农海报、社区网格微信群、微信
小程序等方式把农商银行支持粮
食生产的政策及时传到最基层，对
有信贷需求、符合授信条件的村民
做到及时受理、及时办结。

为粮食生产
提供充足金融保障

（本版图片均由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提供）

湖南省农信联

社党委书记赵应云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

谭家寨乡楠木桥村

三大园区了解猕猴

桃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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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湖南省农信联社主任李勤到湖南百宜饲料科技

有限公司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