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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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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上饶分行协办

上饶银行

成 为 市 “ 春 蕾 计 划 ” 先 进 单 位

广丰农商银行

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上饶县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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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婺源农商银行始终坚守支农支

小定位不动摇，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主

动适应农业农村新变化， 下沉服务重心，厚

植自身优势，找准切入点，着力提高乡村金

融供给质量，“ 立体式”金融支持助推乡村振

兴， 截至

2019

年

7

月末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余额

40.62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

16.06

亿元。

“ 能量型”金融支持，发力特色产业。 坚

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结合婺

源当地实际， 充分运用丰富的信贷产品，全

方位支持特色产业发展，一是全力支持乡村

旅游。 聚焦“ 婺源全域旅游”目标，该行相继

推出“ 一次核定、随用随贷、周转使用、余额

控制”的旅游信贷通、百福农家乐、诚商信贷

通等系列“ 旅游

+

”产品，着力支持江湾篁岭

民俗文化村、 梦里老家等一批特色小镇、特

色村落发展壮大，着力推进乡村民宿、农家

乐、精品酒店等配套旅游产业发展。 当前婺

源县的江湾篁岭， 在该行的大力支持下，每

年接待游客超百万，旅游收入达千万，带动

农户就业

1900

多人次。 至

2019

年

7

月末，

该行累计发放旅游产业贷款

4.87

亿元；二是

全力支持茶产业发展。 围绕全省新建标准生

态茶园

100

万亩、 打造

20

万亩以上茶叶主

产县

4

个、 茶园面积达

260

万亩发展目标，

婺源为“ 四绿一红”中“ 婺源绿茶”茶叶主产

区，立足该县茶产业“ 区位生态、历史人文、

文化资源”三大优势，该行以茶叶联保贷款

为拳头信贷产品，积极对接标准生态茶园和

茶叶种植加工生产等信贷需求，尤其是大规

模茶园发展，有效缓解了茶产业生产流通资

金供求矛盾。 当前赋春镇林生茶庄，在该行

的大力支持下已发展成为国家级农业旅游

示范点、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全国有机

茶培训中心，实现了有机茶产业化完美升级

与蜕变。 截至

2019

年

7

月末，累计发放茶产

业贷款

13.1

亿元；三是全力支持砚台产业发

展。 全力打造“ 一村一品”特色信贷产品，作

为歙砚产地之一， 为更好传承砚石文化，发

扬能工巧匠雕琢精神，该行以无抵押、低利

率、用款方式灵活的“ 砚台联保贷款”为主推

手，着力解决砚农在制作砚台加工过程中的

资金需求，助推砚石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

业链式发展。 江湾镇大畈村，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砚石之村，产品更是远销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 截至

2019

年

7

月末，该行累计发

放砚石产业贷款

2.48

亿元。

“ 有氧型”金融支持，发力乡村建设。 始终

认真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着力打造婺源

宜居型生态城镇，有氧型美丽乡村靓丽形象，

通过在全县

28

个乡镇

186

个自然村开展“ 地

毯式”深度四扫，分片包干，网格管理，精耕细

作本土市场，主动策应多方位金融需求。 一是

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当地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实行名单制管理， 开展名单式商

户走访，建立客户档案，对有信贷需求且符合

条件的客户，实现对接对象全覆盖，以“ 银行

+

政府

+

农业经营主体”模式推出“ 财政惠农信

贷通”、“ 财园信贷通”信贷品种，满足当地草

莓园、桔园、桃园等绿色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

村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截至

2019

年

7

月末，

已对

243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评级授

信

,

累计发放金额

13.52

亿元；二是全力发展

乡村科技金融。 切实完善农村基础服务实施，

物理网点实现乡镇全覆盖，开创出“ 银行

+

农

户

+

企业”、“ 银行

+

农户

+

财政补贴”等服务模

式，着力打通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截至

2019

年

7

月，共代发财政资金

3.89

亿元，惠及人口

30

多万人次，覆盖农户面达

100%

。除此之外，

还广布机具设备，创新农村支付形式，推广线

上办贷和移动办贷服务， 将手机银行、“ 百福

通”聚合支付、

E

百福等金融产品延伸至农村，

构建出广覆盖、多层次的便民金融服务网络，

切实为农户提供

7×24

小时服务，足不出户便

可以办理好业务， 推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

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截至

2019

年

7

月末全

县共累计布放

ATM

（

CRS

）

62

台，累计布放转

账终端（

POS

机）

402

台，建立普惠金融便民服

务点

135

个， 营销聚合支付商户

3509

户 ，

100%

消灭村级金融服务盲区； 三是全力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 积极与县人行、县文明办持续

开展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 镇）评级工

作，营造出守信光荣的好乡风；以“ 普惠金融

夜校”、“ 婺源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 等为载

体，将金融知识送农村、送园区、送学校，用百

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存贷款、支付结算、银

行卡、防诈骗等金融知识，着力提升农户金融

素养，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 获得型”金融支持，发力民生领域。 围绕

“ 生活富裕”目标要求，加大农村金融薄弱环

节支持力度，鼓励当地农户增收、创收。 一是

全力支持农民创业就业。 鼓励乡村能人兴业，

持续做优小额农贷品牌，以“ 整村推进”的方

式，切实做好小额农贷“ 扩面、提额、增效”工

程；创新推出农民住房抵押贷款，唤醒农村沉

睡资产，贷款期限长达

30

年，进一步化解农

民无抵押贷款难题， 有效满足农村客户生产

经营信贷需求。 至

7

月末，已为符合办证条件

又有贷款需求的

64699

户进行了评级授信，

授信总额达

23.9

亿元； 共累计发放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

2.17

亿元，惠及农户

224

户；

二是全力打好金融脱贫攻坚战。 积极履行金

融精准扶贫责任，主动挂钩赋春长溪、浙源凤

山两个扶贫点，

2018

年拨付

13

万元资金用于

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全行

37

名党员干

部定点帮扶

65

户贫困户，派出脱产扶贫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扎实做好定点扶贫工作；向人

民银行申请扶贫再贷款资金

2.8

亿元，夯实扶

贫基础， 创新推广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及产业

扶贫贷款，以“ 造血”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就

业，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至

7

月末，共发放扶

贫小额信用贷款

4529

万元，向符合本行授信

条件又有帮扶意愿的企业或私营企业主

43

户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4.09

亿元；三是全力为

民营企业减负减压。 推出“ 无还本续贷”政

策，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因借助外部高成本搭

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减轻企业负担；主动

承担贷款抵押评估费用，严格执行“ 七不准”

“ 四公开”要求，强化落实“ 两禁两限”规定，

坚决杜绝收取任何“ 附加费”，实现授信客户

贷款“ 零成本”，

2016

年以来，共计为客户减

少评估费用

260

万元； 严格实行首问负责、

一次性告知、二次办结工作机制，并大力推

广

E

百福线上办贷模式， 着力缩减办贷时

间， 当前对

100

万元以下的普惠型金融产

品，

1

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批办结，切实提高了

办贷效率，为助力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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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建报道：近日，由上饶市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举办的上饶市

2019

年度“ 精准扶贫，爱献春蕾”

助学款发放仪式在广信大厦

A

栋四楼多功能厅举行。 上

饶银行受邀参加并获得上饶市实施“ 春蕾计划”先进单位

称号，其中滨江支行、万年支行、开发区支行被授予上饶

市“ 春蕾计划”助学活动爱心集体荣誉称号，钱艳、马志

群、韩肖红、游苑青、华芳等

80

名行内干部员工被评为上

饶市“ 春蕾计划”助学活动爱心使者。

“ 扶一株春蕾，争一份春光，助一名女童，赢一片希

望。 ”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母亲素质的提高直接影

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 春蕾计划” 是一项意义重大

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事业。 在上饶市妇联的大力号

召下，上饶银行在全行范围内发起爱心捐款倡议，总行领

导率先垂范带头捐款，各级干部员工紧随其后，纷纷主动

献出爱心，共筹得助学金共计人民币

108860

元。 善款有

价，爱心无价；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上饶银行在不断追寻

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并愿与社会各界人士一

起共同助力，为贫困女童打开通往成长之路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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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程殷洁 记者陈建报道： 近日， 广丰农商银

行联合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 上饶银保监分局、 市委网

信办、 市政府金融办共同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主题宣传

活动， 向广大群众普及了网络金融安全、 现代化支付系

统、 反假币宣传、 个人贷款产品、 非现金支付工具使

用、 征信知识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金融知识。 针对

目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关知识， 采用简单易懂的方式

将金融知识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资产安

全权、 隐私权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教会消费者如

何正当保护自己的金融消费权益。 宣传过程中， 对前来

问询的民众和街面往来受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对大众提

出的金融知识问题一一做出解答， 参与受众对金融知识

的普及活动表示满意， 表示有助于帮助自己鉴别金融诈

骗等问题， 希望经常组织此类活动。 此次宣传接受大众

问询

500

余次， 发放宣传折页

600

多份。

������

本报讯 汪能杰 黄爱春记者陈建报道： 今年以来，

上饶县税务局积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提升企业和

纳税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提振企业市场信心， 有力地

促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饶县税务局“ 减税降费” 志愿服务队主动走进企

业、 深入工厂车间， 就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改进纳税服

务方式、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等方面工作问计问需， 专程

上门为企业解难题、 送服务。 江西棕榈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计划投资

110

亿元， 沿上饶县槠溪

河至灵山风景区打造城市微度假文化旅游项目， 公司财

务经理王光丽对记者说： “ 减税降费新政策实施后， 企

业受益很大， 光是个人所得税一项， 今年就预计减免

50

余万元， 有利于提高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有利

公司留住人才， 大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

”

“ 对税率计算 、 办税流程 、 财会知识等现在有了

更深的理解， 心里更有底了。 这么热的天， 你们现场

对我们进行辅导培训， 太感谢了……” 上饶市基石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小李对县税务局志愿者服

务队员说道。 该公司负责人说： “ 我们是一家小微企

业， 减税降费新政策实施后， 月营业额提高了， 我基

本上不用交什么税了， 这对我们事业的发展， 真是送

来了大礼包啊……”

据了解， 今年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以来， 上饶县税

务局党委高度重视， 立即抽调精兵强将， 进行集中办

公， 加强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党组织堡垒攻坚， 党员

示范作用， 成立临时党支部， 组建“ 减税降费” 党员

志愿服务队， 完善“ 龚全珍工作室”， 让减税降费工作

落地生根， 让纳税人得到实惠。 今年

1-7

月， 全县税

务部门共减免各项税费

1.37

亿元， 惠及全县

1.3

万余

户纳税缴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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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0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国资委、 税务总局、 证监会日前联合印发

通知称， 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工作于

2019

年全面推开， 并于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

根据五部门发布的 《 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

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 ， 中央层面， 具备条件

的企业于

2019

年底前基本完成， 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

2020

年底前完成，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待集中

统一监管改革完成后予以划转； 地方层面， 于

2020

年

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为积极稳妥、 规范有序推进划转工作， 财政部会

同相关部门制定了 《 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 作为通知附件， 要求全国

划转工作严格遵照操作办法执行。

划转国有股权获取的收益应如何管理和使用？ 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 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后， 承接主体获取收益的方式是“ 分红为主， 运作为

辅”。 在资本运作时， 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要履行

3

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 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

售义务。

该负责人称， 现阶段， 考虑到划转后国有股权将

开始产生收益， 操作办法明确， 在划转国有资本运作

管理办法出台前， 划转国有资本产生的现金收益可由

承接主体进行投资， 投资范围限定为银行存款、 一级

市场购买国债和对划转对象的增资， 这一规定同样适

用于地方承接主体。 每年

6

月底前， 社保基金会及各

省承接主体还应将上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和分红情况报

送同级财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保证资金安全

受到严格监督。

该负责人说，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

资委和各省相关部门将形成职责清晰、 任务明确、 环

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和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中央层面将加强对地方的工作指导， 定期对各地相关

责任主体开展划转工作的进度和成效进行督促检查。

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强化责任， 发挥考核导向作用， 务

求抓出划转工作实效。

（据《新华社》）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将于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

婺源农商银行

“立体式”金融助推乡村振兴

程越 胡伟杰 本报记者 陈建

进村入户主动对接当地农户金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