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为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优化金融服务供

给， 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 切实维护农民工利

益， 弋阳农商银行弋江镇支行的员工们携带移动设

备来到“东华公园壹号”建筑工地，在其项目部建立

了“流动银行”，为农民工提供办卡、转账和电子社保

卡申领等金融服务。“很温暖、很贴心，进出账都有短

信提醒，方便多了，也安心多了！”一位刚拿到工资卡

的工人笑着说道。据介绍，该行开展的“流动银行”进

工地活动，不仅让农民工感受到科技进步为生活、工

作带来的安全和便捷， 更是弋阳农商银行积极践行

普惠金融，拓宽普惠金融覆盖面的真实剪影。

易顺 本报记者 陈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王文红 周显炜 记者

陈建报道：走进江西鱼鹰食品有限

公司， 闻到的是沁人心脾的酱香，

看到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虽

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公司总体发

展势头很好。截止去年

10

月底，该

公司已实现销售额

4000

万元，同

比多增

1000

多万元。 谈起公司的

发展， 公司负责人卢总抑不住激

动的心情：“ 在关键时刻， 是农行

广信支行伸出援助之手， 帮我们

解了燃眉之急， 助我们公司走上

快速发展之路”。

江西鱼鹰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料酒、黄酒、酱油等调

味品，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新型企业。

2013

年成立以来，

生产没有形成规模，产品只有周边

地区销售。

2019

年

8

月，公司突然

接到浙江、 上海几个公司的大单，

但苦于资金缺乏无力满足对方需

求。想贷款，厂房在前几年因基建贷

款已抵押出去，手头没有合适的抵

押物。 农行广信支行在开展小微企

业营销活动中，了解到公司的困难

后，由行领导带队，深入公司开展调

查，认为公司领导层经营思路清晰，

产品品质优，发展前景好，为此，农

行主动为公司联系了一家担保公

司，表达农行合作的意向，并配合担

保公司做好资料收集、评估等工作。

在农行的推动下， 仅一个月时间，

3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到达公司

账上， 为公司生产增添了动力，生

产、销售局面进一步打开。

为了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农行

广信支行还主动为该公司申请产

品进入农行扶贫商城。扶贫商城上

线四个多月， 已实现交易

733

笔，

销售额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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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 协办

去年我市外贸出口实现稳中求进 进中提质

农行广信支行

助企业酿出“生活美滋味”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2020

年，

全市通过举办系列促销活动， 出台刺激

政策，加大商贸项目建设，全力对冲疫情

影响，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推动消

费升级。

推动消费回暖 ， 做旺城市 “ 烟火

气”。 去年我市举办系列促销活动。 按

照“ 有节过节、无节造节 ”的理念 ，确保

“ 月月有活动， 周周有节庆”。 从

2020

年

5

月开始到

11

月 ，全市围绕商圈营

销、特色美食、汽车消费 、文体运动 、扶

贫助农等主题 ， 共组织策划了

479

场

商务领域促消费系列活动 。 安排发放

总额

1.127

亿元的

157

万张消费券，有

效促进了市场回暖 。 其中 ，“ 五一消费

黄金季 ” 系列活动共计开展了

136

场

活动 ，带动全市

5000

余商家 ，实现销

售额

43

亿元（ 包含批、零、住、餐） 。“ 十

一劲爆黄金周 ”系列活动 ，精心策划了

“ 上旅杯 ”第四届饶帮菜美食汇 、市中

心城区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开街 、 明叔

公园开园以及会展促销 、 文体旅游等

214

场活动 ，去年“ 十一 ”期间 ，全市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0.4

亿元。

着力打造夜间经济 。 我市把发展

夜间经济作为提升城市“ 时尚气质 ”和

“ 活力指数 ”的重要举措 。 全年开展夜

间经济活动达

188

场次 ， 参与商家达

7000

余家， 夜市人流量突破

200

万人

次 。 截至目前 ，全市已打造了

16

条夜

街 ，现已开业

11

条 。 其中中心城区夜

间经济示范街区去年

9

月

30

日开街 ，

当晚客流量即突破

10

万人次 ，营业额

达到

120

万元 ；整个“ 十一 ”期间客流

量超过

30

万人次 ， 销售额过千万元 。

打造了葛仙村 、 槠溪老街两大夜游示

范街区。 其中：葛仙村夜游度假区自去

年

5

月

1

日试营业以来 ， 已接待游客

近

51

万人 ， 月接待游客数在全省

4A

级景区位列第一 。 同时 ， 抓好夜市促

销。 市、县联动发力，先后举办了

85

场

主题夜市促销活动 ，如鄱阳“ 多彩夜经

济、点亮鄱湖城”、婺源“ 徽州烟火婺源

夜市”等，带动消费近

3.6

亿元。

本报讯 张远 记者陈建报道： 近年

来， 我市以做大做强生产型企业出口为

主线，沉下心来，顶住压力，采取措施，不

断优化外贸出口结构， 促使全市外贸工

作进入良好发展轨道。

2020

年

1-11

月，

我市外贸出口总额

30.58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15.3%

， 生产型出口占比达

90%

以

上，质量全省最优。

担当作为，优化出口结构。围绕降低

流通出口，做大生产型出口，努力优化出

口结构，构建良性循环的出口环境。研究

制定考核办法， 连续三年的外贸工作绩

效评估办法，都将考核出口总额、生产企

业出口总额及增幅三项指标调整为出口

总额、生产企业出口总额、增幅及新增生

产企业数四项指标， 重点突出生产型企

业出口的导向，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

坚决杜绝违法买单。到

2020

年全市流通

出口已下降为零， 生产型出口比重全省

最优。

做优服务，努力“ 保存量”。创新推出

“ 关助融”项目，“ 关助融”项目由海关、商

务局、人民银行、中信保四方合作实施，

通过综合企业进出口信用数据、 信用担

保、出台支持措施等方式，为外贸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融资便利，减

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目前已对

42

家企

业给予了

51.78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已

放款

37.23

亿元。 为了帮助我市出口企

业降低物流成本，近

2

年，市商务局陆续

为企业争取“ 三同” 政策补贴

7

千多万

元。创新开展直播带货活动。今年组织出

口企业参加了“ 江西名优出口产品转内

销‘ 双线’对接大会”，通过线上直播带货

和线下对接，我市意向成交额全省第一，

线上、线下销售额全省第三。还自行举办

了“ 饶品网上行”全网直播活动，当天实

现直播销售额

518.98

万元，线下洽谈采

购额

1186.92

万元。

创新举措，全力“ 挖增量”。采取务实

举措千方百计挖掘增长潜力， 想方设法

做大外贸增量， 确保实现外贸稳增长目

标任务。 引进外综服企业，

6

月份引进了

前海国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当月引进，

当月就实现了出口，目前已实现出口

2.6

亿美元。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依托我市

大力发展的汽车产业， 引导出口。

2020

年，爱驰汽车已出口

1000

多辆，博能客

车已出口

200

多辆。引导企业报关回流。

晶科能源从浙江出口的货物回流部分从

我市出口，巍华化学、众光照明等企业的

回流部分货物从我市出口。目前，巍华化

学已转回

2058.97

万美元出口， 预计全

年可转回出口

3000

万美元。

经茶室

财

当好服务县域经济金融主力军

张婧妍

为进一步增强市民交通安全和文明出行意识，近日，农发行

上饶市分行结合在全行开展的“四爱”教育活动，组织青年志愿

者

20

人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倡导社会

文明新风，为营造文明、安全、和谐、礼让的道路交通环境贡献农

发行青年的力量。

上下班高峰期，在上饶市锦绣路与广信大道路口，身着印有

“创文明城市 做文明市民”的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握小旗帜

的农发行青年志愿者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和行人进行劝

导。志愿者们在十字路口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经常一班岗下来

脸被吹得通红，手冻得冰凉，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他们始终

保持微笑、态度温和，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纷纷表示，“作

为农发行青年，不仅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多做贡献，更要把‘讲

文明爱生活’的正能量传播出去，将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回报给全

社会。 ” 李薇 徐丽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张曼 记者陈建报道：

初冬古驿道，晴空万里，景色宜人。

近日，婺源农商银行在由义岭古驿

道举办员工冬日“ 健步走”活动，开

启了一次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健

康之旅。

“ 古驿道的自然好风光， 让我

们放松了心情，释放了压力。”在健

步走过程中，行领导和员工结伴同

行，一路上欢声笑语。 有的相互交

流工作心得， 有的和好友聊聊家

常，有的带上孩子一同享受亲子运

动的快乐……“ 青山绿水跟我们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在享受和收获的

同时也要保护好它。 ”在徒步过程

中，一位位员工化身为一个个环境

美化师，自发拾拣清理古驿道两旁

的垃圾。

此次“ 健步走”活动是婺源农

商银行为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号召

而举办。广大员工在感受自然风光

的同时增进彼此感情，在享受运动

乐趣时缓解释放了工作压力，充分

体现了农商人团结友爱、互帮互组

的团队精神，进一步增强了员工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该行员工纷纷表

示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更加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今年各项工作当

中去，为婺源农商银行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新力量。

资讯

金

中国农业银行上饶分行协办

婺源农商银行

举办冬日“健步走”活动

文明交通劝导 我们在行动

铅山农商银行自

2016

年改制后 ，

就牢牢把握“ 固本强基、提质增效”的工

作总要求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不断下

沉服务中心 ， 不断优化和创新产品服

务，一步步向现代化银行迈进。 截至目

前，资产总额

67.65

亿元，较

2016

年改

制前增长

79.21%

。存贷款总额突破

108

亿元，业务规模持续位居铅山县金融机

构之首。在近年来形势复杂、竞争加剧、

基数较大的情况下，铅山农商银行主营

业务实现持续增长，持续为县域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

服务实体做出卓越性贡献。

2016

年

起， 铅山农商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累计发放各项贷款

97.32

亿元；突出

支农支小重点， 涉农贷款余额

21.97

亿

元，连续三年实现了“ 持续增长”；新增小

微企业贷款

13.71

亿元， 增幅高于各项

贷款平均增幅，实现了“ 两增两控”和“ 两

个不低于”目标。 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助

力县域企业复工复产， 民营企业贷款余

额

5.9

亿元； 多措并举为民营企业纾困

解难，新增单户

1000

万元以下贷款占比

56.43%

，户均贷款同比持续下降 ；大力

响应政府号召， 发放支持生猪产业贷款

164

户、

2157

万元

,

为平抑市场物价作出

了积极贡献。

服务三农改善基层金融服务。 积极

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贷

款余额

6.4

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3.2

亿元。 社保卡发行

41

万张，占铅山县社

保卡发行量的

88%

，涵盖了辖内所有农

村居民社保卡的发行， 近一步托宽了服

务三农金融主力军的服务覆盖面。

2020

年建立和新发展了

1

个全功能型的普惠

金融服务站和

27

个普惠性型站点，进一

步解决了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的问

题， 即使贫困地区也能享受便捷优质的

金融服务。

改革创新迈出实质性步伐。 大力推

进业务创新，全面推广了“ 百福快贷 ”，

实现了小额农贷“ 一张表”申请，更好满

足了客户需求。 着力提升金融服务，上

线应用了客户综合积分、凭证无纸化和

电子印章，畅通拓展了各类网上缴费通

道，着力丰富了客户应用场景 ，全面提

升了客户体验。 大力发展“ 农户小额信

用贷款”、“ 居民贷”、“ 幸福时贷”、“ 诚商

信贷通”、“ 创业担保贷款 ”、“ 百福卫浴

贷”、“ 百福农机贷” 等特色产品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加大对乡村农户和县城商

户的金融支持。 紧跟金融科技前沿，打

通了个人小额贷款线下信息收集与线

上办贷的通道，有力促进了科技与业务

融合发展。

（作者供职于铅山农商银行）

聚力消费复苏 彰显城市特色

我 市 多 措 并 举 推 进 商 贸 繁 荣

工地上来了“流动银行”

出口

外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