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引领广大青年弘扬“奉献、有爱、互助、进步”志愿

精神，近日，农发行玉山县支行组织全行青年员工开展

学雷锋志愿公益活动。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深入社区、

街道，清扫路面垃圾，开展文明劝导，普及文明用语，倡

导文明行为。 青年志愿者们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以实

际行动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传播志愿服务理念。 大

家纷纷表示，今后要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关爱身

边人、身边事，为公益事业献出一份力。

王竞哲 记者 陈建 摄影报道

余干农商银行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民营小微企业

本报讯 江晨雯 记者 陈建报道：近年来，余干农

商银行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积极践行服务

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筑牢民生底板，全力促进业务

发展“ 开门红”。

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助力农副产品保供。 今年以

来，该行面向本县涉农主体投放贷款超

4.53

亿元，惠

及

4905

户涉农经营主体。 余干农商银行为全方面缓

解保供涉农主体面临的资金压力，全行整合线上线下

多种产品，建立支农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为江西鹏辉

高科粮业有限公司、余干县飞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发放无抵押贷款，保障农产品供应，托稳物资供应网

络；扶持特色农业壮大，走好乡村振兴道路。 坚持“ 投

向专业专注”，扛起地方银行责任担当为己任，结合实

际，以“ 一行一品”为战略，在稳步增强对水稻种植，渔

业养殖等传统支柱产业信贷支持的同时，做强县域黄

鳝养殖、油茶种植等绿色生态农业的信贷支持。 三塘

乡神埠村是黄鳝养殖的示范村，该村黄鳝养殖户从最

初的几户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户，黄鳝养殖数从最初

的几百箱发展到现在的近

10

万箱， 年产值近

2

亿多

元，养殖产业链实现上下游全覆盖，带动了近

500

户

农民发家致富。 截至目前，累计对

682

户黄鳝养殖户

授信，授信总额达

1.83

亿元。 其中，仅

2021

年就净增

黄鳝养殖业贷款

5478

万元， 实现了促进本土经济发

展和带动农户发家致富双丰收。

畅通金融服务渠道，主动提升服务质效。 为助力

中小微企业有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该行坚持“ 做小

做散”，主动对接中小微企业，简化办贷流程，创新服

务举措，积极落实好信贷政策、做好金融服务，建立容

缺办理机制，利用电话、微信群等方式宣传帮扶信贷

政策，为企业开通无还本续贷绿色通道，充分运用好

小微易贷等线上化产品，确保金融服务“ 不打烊”“ 不

断档”，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同时，持续做实农区、

社区、企业园区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建立了覆盖全

县全部行政村的

238

便民服务站，其中

2

个社区为全

县农户、居民和企业提供身边服务。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护航工业制造业发展。 今年

以来，累计走访企业

54

家，为

20

家企业开展授信服

务，授信总额

11895

万元，发放贷款

9095

万元，帮助

12

家制造业企业缓解资金短缺难题。 江西辽峰数控

机床有限公司是本县重点招商引资引入企业，主要从

事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制造等，走访中发现该企业

因二期扩建缺少部分流动资金，通过对接调查，以“ 财

园信贷通”方式为其提供流动资金

500

万元，帮助其

缓解资金难题。余干县雄帝建材有限公司是本土一家

从事建筑石料加工的小微企业，设有碎石生产流水线

一条走访中发现其扩大生产规模， 需要资金支持，通

过洽谈摸排，以“ 财园信贷通”方式为其提供流动资金

500

万元，帮助其优化公司发展。

紧盯供应链金融，信贷投放多路并进。坚持“ 回归

本源”，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与民生相关及受众广泛的

农业、食品加工业等开展行业对接，以“

1+N

”的金融

服务模式，做好其上下游条线客户的配套金融产品营

销。江西净菜食品有限公司为本县一家以加工速冻食

品、酱汁调味制品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通过对其上

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成品分销商的摸排统计、情况

调查、批量授信，成功授信

35

户，授信金额达

950

万

元。 自去年

7

月开展以来，通过行业对接及供应链金

融服务方式，累计获客

1425

户，授信

1.83

亿元，用信

1.41

亿元，实现了信贷投放的有力增长和信贷客户的

批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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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县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工作启动

本报讯 近日，玉山退役军人事务

管理局分别与

3

家银行签订全县退役

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合作协议，

这标志着该县优待证申领工作正式启

动。玉山县作为开展全省退役军人、其

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试点县之一 ，

全县申领优待证的退役军人、 其他优

抚对象约

1.2

万人， 优待证试点工作

将在

6

月前全面结束。

据了解，签约的中国农业银行玉山

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玉山县支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玉山县支行等

3

家银

行将遵循“ 优先、优质、优惠”的服务理

念，主动对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承担

优待证制发工作， 并承诺开展证卡包

装、邮寄、更换等工作，为优待证及时发

放提供保障。同时提供免收优待证相关

银行卡工本费、卡年费、小额账户管理

费、跨行转账费，设立优先窗口，开通绿

色通道等优待服务。 （ 朱恬怡）

本报讯 记者陈建报道：近年来，工

商银行上饶分行致力于将金融科技的

力量赋能社会，推进上饶文旅服务智慧

化发展，切实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鹅湖书院位于铅山县鹅湖镇鹅

湖山麓 ， 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 ，

景区以往采用的是传统手工售 、验票

模式，存在票款保管难 、缴款对账难 、

验票成本高和拓客渠道窄等难题。 工

行上饶分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秉承

“ 科技驱动 、价值创造 ”的理念 ，组织

运营团队对鹅湖书院景区的服务需

求进行了深入调研 ，依托工行智慧旅

游平台 ， 为景区设计了涵盖票务运

营、电子对账 、线上售票 、刷脸验票等

综合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 并与

“ 上饶旅游”平台成功对接。

“ 鹅湖书院”智慧景区项目投产后，

解决了困扰景区多年的票务管理及票

款保管难题，也为游客游园增添了舒适

性和便捷性。 同时，项目对接了市场上

多个主流的

OTA

平台， 为景区扩大了

宣传覆盖面，拓宽了获客渠道，深受景

区好评。

本报讯 蒋泠昕 记者陈建报道：玉

山农商银行全力满足春耕备耕信贷需

求，围绕种养大户稳产保产、农民合作社

扩大生产、农资生产流通等重点领域，精

准对接玉山特色产业， 力争春耕备耕期

间加大乡村振兴贷款投放力度， 扎实做

好春耕备耕基础金融服务，给广大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去希望。

主动对接，提高春耕备耕资金投放

效率。 早在去年

12

月就主动对接县农

业农村局和乡村振兴局，获取玉山辖内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养大户对接

清单，结合整村授信全力摸排全县龙头

农企及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春耕备耕融

资需求，“ 一户一策” 制定授信方案，采

用“ 乡村振兴贷”、“ 财政惠农信贷通”、

“ 世行惠农贷”等贷款产品合理支持，通

过贷款营销小分队及乡镇网点名单制

营销管理， 引流资金精准滴灌春耕备

耕。 截至目前，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90

余户，贷款金额

9425

万元。 今年

以来累计为

278

户农民“ 贷”去春种希

望，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3416

万元。

精准助力，推进春耕备耕资金用到实

处。冷水茭白是玉山县双明镇的特色农产

品，依托信江源头好水优势，这里的茭白

品质上乘，已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最近又到了茭白种植季节，也

是许延辉最为忙碌的日子。 作为玉山县

三清湖冷水茭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 他不但要忙着管理茭白苗全部种植

到位，还要张罗着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对

于茭白种植业， 许延辉也越来越充满信

心，他说“ 我和农商银行已经合作十个年

头了，有了你们的资金，我的茭白肯定会

越种越鲜甜。 ” 该行向其提供信贷资金

100

万元，在春耕备耕关键时点为其办理

无还本续贷，持续支持他的茭白事业。

本报讯 记者陈建报道： 为进一步

深化政银企交流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

4

月

11

日下午，广丰农商

银行与上饶高新区管委会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上饶高新区管委会

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金融环境、

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将广丰农商银行

作为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积

极推介当地重大项目和优质企业，并在

立项审批、投资计划、配套资金和担保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广丰农商

银行将根据高新区技术产业园的经营

特点，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有针

对性地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方案，为企业提供包括综合授信、融资、

资金结算等服务。

据了解，广丰农商银行计划在五年

内为园区优质企业提供

10

亿元的授信

额度， 重点用于支持企业的资金配套、

重大建设项目和产业升级等，切实解决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本报讯 李紫薇 记者陈建报道：为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传承和弘扬“ 五四”

精神， 展示青年员工的活力和风采，营

造积极向上、文明向善、青春阳光的良

好氛围，在“ 世界读书日”和“ 五四”青年

节即将来临之际，婺源农商银行于

4

月

22

日举办了党建

+

团建“ 无悔的青春”

主题演讲比赛，来自机关部室、基层网

点的青年员工参加了比赛。

比赛过程中， 参赛选手紧扣主题，

讲述了自身或其他员工立足岗位、奉献

青春，与农商同命运、共成长的感人故

事，述说了无悔的青春之旅。 选手们的

演讲字字饱含深情，句句铿锵有力。 他

们创新演讲方式，丰富演讲内容，力求

形象生动，全面展示了青年的青春风采

和时代风貌，满腔热血的颂词、激情澎

湃的情感引起观众、 评委的强烈共鸣，

现场掌声不断。 经过激烈而精彩的角

逐， 共有

6

名选手脱颖而出， 分获一、

二、 三等奖； 还有

11

名选手获得优秀

奖。赛后，该行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将

时刻牢记青年使命，砥砺前行、不负韶

华，扬起青春之帆，铸就无悔青春，为婺

源农商银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青

春力量！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铅山县支行

积极应对挑战，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深度开展

客户营销，打开了首季存款营销工作新局面。

截至

3

月底， 该行储蓄存款时点余额比年初

增加

3.52

亿元，增量占比同业第一，同期增

幅超

200%

。

发掘存款新增长点。 该行快速转变营销

方式， 由线下营销转线上营销。 理财经理将

网点沙龙变成微信沙龙， 由面对面营销产品

转变成线上金融小店， 同时指导员工充分利

用

e

联、 微信群、 微信朋友圈等渠道， 转发

分享产品介绍、 宣传信息等营销信息， 线上

多渠道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外拓团队一方

面对网点周边小区、 社区、 市场等进行外拓

营销， 一方面密切关注财政资金公开招标动

向， 紧盯政府发债资金、 政府背景担保公

司、 政府性基金， 提前介入， 跟进营销， 争

取最大份额。 引导员工沿寻在外经商的铅山

人足迹， 充分发挥各级商会、 各类中介公司

的“ 牵线搭桥” 作用， 通过 “ 客户介绍客

户” 的模式， 进一步提高区域外资金争揽效

果。 今年一季度， 该行共新增二维码客户

867

户， 净增

5

万元以上存款客户

1124

户，

成功营销了“ 房屋维修基金 ” 和 “ 棚改拆

迁” 两个重要客户。

细化客群， 精准营销 。 对

B

级以下客

户再次梳理并拆分到全体人员， 通过电话外

拨、 发送短信、 添加微信等方式层层铺垫宣

传， 让客户在家也能及时了解该行产品； 网

点每月对意向客户进行汇总建档， 由理财经

理做好后续跟踪及精准营销； 对于

B

级客

户、 财富客户， 理财经理通过添加客户微信

点对点、 微信群发、 朋友圈和微信沙龙点对

面， 及时发布双新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保险、 基金等重点产品， 进一步加强优质客

户的营销力度； 对私银客户， 财富顾问会同

支行长， 提供多对一的金融服务， 用服务和

产品增强客户对该行的粘度， 吸收客户外行

资金转入该行。

（ 杨扬 李德曙）

本报讯 近日， 广信区税务局迅速行动，结

合自身实际，聚焦税收主责主业，持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 该局抽调四名业务骨干成立区局审

核审批小组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办税服务大

厅，现场对江西省税务局下发的

24

项前移业务

事项进行审核审批， 实现了前台受理、 后台审

批、 线上提交流程， 多部门协同合作的工作模

式。 目前共有

13

类

132

项涉税查询、业务办理

实现全程“ 网上办”，进一步压缩了办税时间和

次数。这一举措真正实现了纳税人“ 只跑一次”，

大大缩短了办税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也

解决了资料内部流转时间长、 多个部门衔接难

的问题，受到了广大纳税人点赞好评。

“ 现在办税的效率比原来高很多， 我们公

司是有退税的， 我们以前退税一般要十天左

右才能收到， 但是现在一般三个工作日之内

就能到账。 ”江西金叶大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人员陈莉侨对此深有体会。 广信区税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在服务流程上做“ 减法”，在提升群众满

意度上做“ 加法”，探索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

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 努力打造

一流的税收营商环境。

（ 吕晨）

工行上饶分行

打造智慧旅游解决票务业态痛点

玉山农商银行

金 融 “ 及 时 雨 ” 浇 灌 “ 希 望 田 ”

广丰农商银行

签 署 合 作 协 议 深 化 政 银 企 交 流

婺源农商银行

成功举办 “无悔的青春 ”演讲比赛

广

信

区

税

务

局

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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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优

化

升

级

工行铅山支行创新营销促存款倍增

余干忠义文化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