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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暑犹清和，芳草亦未歇。走进万年县湖云乡

标林村，青山绿水、风轻云淡，一排排牛羊养殖场

掩映在山林中。 标林村是远近闻名的“ 劳模村”，自

八十年代以来，这个

3000

余人的村落，孕育了

6

位省级劳模。“ 牲口吃的好，品质才会好，我们专业

合作社养殖的牛羊都是吃自家生产的饲料， 这周

围近

500

多亩土地就是专门用来种植喂养牛羊的

饲料。 ”说话的名叫姚新生，他是标林村委会党支

部书记兼万年鼎锋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也是省劳模。顺着姚新生手指的方向往远处看，一

片片郁郁葱葱的象草正欣欣向荣的茁壮成长。

2008

年， 姚新生成立鼎锋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从老百姓手中流转了

500

多亩荒山种植牛

羊饲料。合作社始终坚持“ 民办、民管、民受益”的

宗旨，下沉重心，主动作为，积极参与金融精准扶

贫“ 大合唱”，打出精准扶贫“ 组合拳”，带动周边

36

户贫困户发展肉牛、肉羊养殖，并且免费提供

养殖技术服务， 和贫困户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为

贫困户提供养殖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由

“ 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扶贫转变。 自鼎锋肉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开始，万年农商银行就一

直不离不弃， 扶持合作社发展壮大。 从

2008

年

20

万元信贷支持，

2010

年

40

万元信贷支持，到

如今的

200

万元信贷支持， 增加的是贷款额度，

不变的是服务三农的情怀和助力小微的情谊。万

年农商银行还以省联社大力推广“

E

百福”平台

为契机，将该合作社的肉牛 、肉羊上传至“

E

百

福”商城，为该合作社的网络销售拓宽了道路，实

现了“ 金融服务走进乡村，特色产业线上发展”的

双赢局面。

2018

年，鼎锋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卖

出了

500

多头羊、

200

多头牛， 年销售额

400

多

万元，盈利

100

多万元。

下沉服务中心，注入金融活水。 以“ 精准四

扫”为契机，实行县城网点网格化、乡镇网点区域

化管理，杜绝“ 此处无人营销，他处你争我抢”的

现象，实现全县营销无死角，组织客户经理发挥

“ 背包下乡、走村入户、进厂进社区”的营销理念，

到田间、问农户、进企业、访合作社，详细调查了

解入夏以来各项生产所需资金和农用物质需求

状况， 深度挖掘三农及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详

细建立融资服务档案， 实行客户分层式管理，精

确匡算，及早掌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动

态，并且根据小微企业贷款环节相对个人贷款较

为繁杂的特点，主动上门对接，减少客户跑腿次

数。在贷前上户调查上，做到全面覆盖；在贷中资

料提供上，做到能简不繁；在贷后管理维护上，做

到久久为功。

细化三农小微，开通绿色通道。 结合地方经

济发展趋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出

“ 产业扶贫贷款”、“ 信用共同体贷款”、“ 居民贷”

等适应各类市场主体、具有差异化、多样性的信

贷产品，充实信贷产品超市，实现各类客户产品

无缝对接。 为提升三农和小微客户融资便捷性，

保障贷款投放力度，该行开通了小微贷款绿色通

道，专门设立“ 小微客户服务中心”负责对接小微

企业客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客户，设立“ 特色

贷款中心”专门负责对接助学贷、创业百福

e

贷

等普惠金融特色贷款，单列资金优先用于对三农

和小微的信贷投放。

优化资源配置，绘制惠普蓝图。 为解决三农

和小微贷款融资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万年

农商银行在确保信贷操作风险把控的前提下，对

贷款营销发放实行事业部制管理，缩短贷款审查

及审批的时间，将“ 信贷工厂”理念贯穿其中，实

现了客户分层、业务分类、工作分流的运营模式，

基本实现小额贷款当天发放，大额贷款三天内发

放，进一步提高了贷款审批的严谨性、便捷性、合

规性。 此外该行还单列三农和小微信贷投放计

划，提高涉农、小微贷款绩效考核数值计算权重，

实行与其他贷款差异化对待，逐步完善信贷管理

办法及尽职免责细则，提高主办行和主办客户经

理的积极性。

万年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行近

年来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融入县域经济发展大

潮，主动跟进、自我加压，将投放农户贷款、产业

贷款、小微贷款、助学贷款与实施金融扶贫、推行

普惠金融等有机结合，以“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 财政惠农信贷通”、“ 财园信贷通”、“ 居民贷”、

“ 诚商信贷通”、“ 创业百福

e

贷”等特色贷款产品

为重要抓手，积极开展精准四扫整村推进及预授

信工作，及时满足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微

客户的资金需求，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增

产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截止

5

月末，万年农商行

共发放涉农贷款

29.13

亿元 ， 小微企业贷款

14.71

亿元，助学贷款

0.16

亿元，时刻保持对三

农、小微的支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劲头不松，

实现了自身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共

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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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年

1-5

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

74.8

亿元，同比增长

20.3%

，增速较全省平均增

速高

11.5

个百分点， 投资增速较上月有略微回落，

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其中住宅投资完成

59.3

亿元，

同比增长

34.9%

， 住宅投资占全部房地产投资的比

重为

79.3%

；商业营业用房完成投资

12.3

亿元，同比

增长

14.3%

。

前

5

个月全市共销售商品房

204.4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8.7%

，增速环比有小幅回落，较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增速高

9.2

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完成销

售

169.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3%

；商业营业用房完

成销售

28.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1.8%

。截止

5

月底

全市商品房销售额为

129.6

亿元， 同比增长

16.2%

，

住宅销售额为

106.1

亿元，同比增长

13.4%

，商业营

业用房销售额为

20.6

亿元，同比增长

41.0%

。（ 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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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方杲 李明富 记者孔臻报道： 今年以

来，农发行上饶市分行全面布局，重点聚焦“ 旅、居、

新、健、房、地、产、陆、水、粮”十大领域，着力强化风

险管控，从业务发展、风险防控和作风建设入手，致

力服务“ 三农”，全力以赴推进乡村振兴。

紧抓业务发展不动摇。 该行从十大领域入手，加

大对上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

一步巩固政策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力军

地位。 持续加大对“ 乡村振兴战略”的信贷投入，加快

已批贷款的投放。完善全额担保或全额抵押的项目相

关手续，跟踪项目进度，加强沟通协调，确保已批项目

贷款早投放、早见效。 同时，加强市县两级联动，主动

加强与地方党政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地方政府发展

规划和融资需求， 量身定制综合性融资服务方案，扩

大项目储备，力争做到投放一批、审批一批、储备一

批。 以民营经济活跃区为突破口，创新小微企业支持

模式，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示范点，以点带面，逐步扩

大客户群，推动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紧抓风险防控不疏漏。 该行加强存量贷款风险

预警监测。通过跟踪掌握信贷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法

人代表征信、资金流向等，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到早

预警、早防范、早处置，把各类风险隐患消灭于萌芽

状态，不断优化信贷资产质量。同时夯实信贷工作基

础，落实信贷全流程标准化管理要求，强化对贷前、

贷中、贷后关键环节的把控，强化押品管理，管好信

贷档案，提升信贷管理水平。提前防范夏粮收购信誉

风险，做好粮食生产情况调查和资金需求预测，确保

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守好资金供应“ 主渠道”，切

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粮农利益，坚决做到不“ 打白

条”，维护好农发行粮油信贷业务的“ 金字招牌”。

紧抓作风建设不停步。 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该行盯紧作风领域“ 怕慢假庸散”新动向、新表现

不放，开展经常性排查，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

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和业

务生态。督促领导干部发挥“ 头雁效应”，带头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为各项决策的

准确制定提供现实依据，提高工作执行力和影响力。

着力发挥好基层行连接地方政府和百姓民生的纽带

和桥梁作用， 主动加强与上下左右横纵各方的沟通

联系，畅通信息渠道，搭好协作平台，打造服务乡村

振兴的政策性银行品牌。

农发行上饶市分行

“ 三 紧 抓 ” 全 力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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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闽东 记者陈建报道： 为进一步降低经济实体

的税费负担，助力于各实体充分释放经营活力，万年县财政局

积极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深入贯彻上级部门有关决策部署，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万年县享受税收减免政

策对象

50545

户次，落实应退税款

2181.9

万元，其中享受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小规模纳税人

1163

户

次，金额

1317.3

万元。

加强领导，高位推动。 迅速出台了《 万年县财政系统贯彻

落实减税降费工作方案》 ，并成立了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主动对标，主动作为，高位推

动减税降费工作落地生根。

积极对接，协调推进。 积极与税务部门进行业务对接，收

集有关减税降费政策资料，了解税务部门在减税降费方面所

做的加强领导、宣传发动、组织培训、数据测算等工作，确保资

源共享，信息互通。 同时，加强与纳税服务大厅人员及办税服

务对象进行深入交流，掌握减税降费落实动态。

强化落实，注重实效。 围绕落实减税降费工作，明确责任

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工作交流平台，县财政局建立了“ 万

年财政减税降费工作群”及减税降费重要工作协调机制。加强

减税测算，经初步测算全县预计减税

1.8

亿元，为此积极建立

动态台账，时刻关注全县所有企业纳税情况，特别是积极对接

做好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

6

税两费”

3

万多笔多征退税问

题。 在做好税收“ 减法”的同时也做好增收“ 加法”，

2019

年一

方面从园区“ 房土两税”、加油站、矿山企业、竹木加工行业进

行清欠税收，另一方面将加大总部经济引进力度，引进一些有

根的生产性企业。

统筹兼顾， 加强保障。 面对减税降费政策， 既要全面发

挥政策效应， 又要注重财政收支平衡关系， 要保障收入平稳

入库， 提前掌握经济运行态势， 积极应对收入中不稳定因

素，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培植新财源， 实现开源增收。 按照

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 落实上级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

5%

的

要求， 严控“ 三公经费”。 在预算执行中， 除另有规定外，

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部门预算， 实现节支增收。 加大基

本民生保障力度。 兜牢民生底线， 对民生保障问题全力以

赴， 应保尽保。

聚焦减税降费

促进高质量发展

减免五万余户次 退税款超 2100 万元

万年县财政局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有成效

服务三农情怀深 助力小微情谊浓

———万年农商银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侧记

曾昭琦 本报记者陈建 文

/

图

万年农商银行进行惠普金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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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丰区洋口镇的

制衣厂里， 几名留守妇女正

在加班赶制衣裤订单。 据了

解， 以电商起步的安皇电子

商务公司专注于家居服等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在哈

尔滨、上饶、江苏有

20

个多

分销商， 每年线上线下的销

售额达

400

余万元， 带动了

周边十几名留守妇女和贫困

户增加收入。

叶晔 摄

自主品牌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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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缪依华 记者陈建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提升金融

消费者的风险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

构建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 余干农商银行于近日开

展了系列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

余干农商银行在世纪广场开展集中宣传， 通过

张贴宣传海报、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和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 重点向消费者宣传了关于个人及家庭的

负债、储蓄、投资等方面的整体规划意识与管理能力

的重要性，提升了对重大不确定性风险的预防意识。

现场通过案例讲解，引导市民远离非法集资人、电信

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 宣传了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

本权利。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维权知识，引导消费

者提高依法维权意识， 帮助消费者了解正确的维权

渠道和方式；该行还开展了“ 走进三湖村、沿河村普

惠金融服务站”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通过向村民发放

金融知识宣传折页、宣讲金融知识等方式，帮助村民

了解合理规划资产、防范金融风险、远离非法集资及

电信诈骗， 引导村民理性投资。 同时各支行通过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口号，在营业厅张贴宣传

海报、摆放宣传资料，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

进行金融知识宣传，推进了营造“ 人人学知识，人人

懂维权”的良好氛围。

余干农商银行

开展系列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