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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塘里的农商情
农发行资阳市分行

9 月，秋风送爽。雁江区保和镇马蹄
湾村马蹄湾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
内，工人们正划着船在池塘里投喂饵
料。满塘的泥鳅“吃货”为了抢食，
“哧溜
哧溜”
飞速蹿游，
好不欢腾。
“如今长得‘珠圆玉润’不愁销的泥
鳅，几个月前，都还在挨饿呢。感谢资阳
农商银行及时助力，让我渡过难关。”被
大家称为“泥鳅大王”的马蹄湾水产养
殖合作社理事长刘波，向大家讲述了自
己养殖泥鳅过程中的烦恼与喜乐。

收回不良贷款 3371 万元
近年来，农发行资阳市分行在清收不良贷款工作中，主动担
当作为。在前期累计现金清收 2419 万元的基础上，9 月 10 日又以
现金方式收回四川四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贷款 3371 万元。
据悉，四川四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底全面停产，该
企业在农发行资阳市分行贷款余额 32111 万元进入不良。此次
收回的不良贷款是该公司抵押给农发行资阳市分行位于泸州合
江四海公司的土地拍卖款，成交价款共计 4076.755 万元。该抵押
物曾被泸州刑警支队刑事查封，要按程序拍卖困难重重。为此，
农发行资阳市分行有关人员多次走访市、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监管
部门，主动沟通汇报不良贷款清收化解进展。通过数月的有效沟
通，农发行、四海管理人、雁江区法院、泸州经侦多次正式函件往
复，终于促成合江四海抵押物带封拍卖。
据悉，农发行资阳市分行将继续密切关注四川四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重组进程，持续推进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工作，力争
圆满完成全年不良贷款清收目标任务。
（马忠勇）

刘波（左）向资阳农商银行保和支行工作人员介绍专合社情况。

专合社自主孵育的泥鳅苗。

筑梦养殖 初尝甜头

积达 162 亩。
“除了与兰州、西安、云南等省外批发网点合
作外，还会固定向本市超市、餐馆供应。”刘波说，
自家养出的泥鳅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大都被提前
预订。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订单也不断增多，养殖
场原有的孵化规模已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于是，
刘波孵化出大批泥鳅苗，计划等到春节后上市售
卖。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
他的计划。

年初，池塘里刚培育的一批泥鳅苗，正是长
身体、大量进食的阶段。可是受疫情影响，积压
未售的泥鳅还不少，大小泥鳅每天的饲料消耗让
刘波压力倍增。
“在养殖泥鳅过程中，成本投入最
大的就是饵料，几乎占养殖成本的八九成。”
胃口极好的泥鳅们几乎快“吃垮”刘波，他
只好每天控着量来投喂。看着长期“吃不饱饭”
的泥鳅生长缓慢，刘波渐渐沮丧了起来。
就在刘波一筹莫展之时，资阳农商银行送
来了“及时雨”。
在了解到刘波养殖的泥鳅“吃不饱”这一情
况后，资阳农商银行保和支行行长唐道明第一
时间组织客户经理上门开展调查，并针对刘波
的实际困难为其推介了“抗疫贷”。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老问题，也是后疫情
时代的新问题。”唐道明说，资阳农商银行在特

殊时期推出的“抗疫贷”，主要是帮助小微企业
稳住资金链，助力它们渡过难关。
“农商银行的服务让我十分感动。疫情期
间，他们做好防控措施，克服各种困难，一趟趟
地到村里开展上门服务，将优质高效的服务送
上门，非常贴心。”说起资阳农商银行，刘波不由
得竖起大拇指。
在收到刘波的贷款申请后，资阳农商银行
迅速行动。
“ 为了快捷、高效解决客户的融资需
求，从提出申请到资料收集再到贷款审批，客户
经理全程‘保姆式’跟踪服务。在前、中、后台的
通力合作下，仅用三天就将小企业子系统和系
统角色配置完成，仅用两天便完成了对马蹄湾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评级授信和贷款审批工
作，为他办理了 400 余万元的贷款。”唐道明如
是说。

给泥鳅投食。

泥鳅粗加工。
（资料图片）

锦上添花 风生水起

农商活水 峰回路转

从事鱼类养殖多年的刘波，一心想要扩大自
己的创业版块。几年前，他了解到“水中人参”泥
鳅养殖利润空间大、盈利周期短，便到全国各地养
殖场苦学技术。
四处取经以后，刘波掌握了泥鳅产卵、孵化、
培育、养殖及病菌防治等系列技术，为了防范泥
鳅天敌还增设了围网和天网，逐渐地，曾经存活
率极低的泥鳅，最高亩产提高到了 7000 斤。刘
波将泥鳅养殖搞得有声有色，其基地规模日益扩
大，场区占地面积拓展到了 235 亩，养殖水池面

本报记者 韩成玺 摄

为了让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发展养
殖，客户经理还向客户授信了用于支持新
型农业主体发展的“新芽贷”产品，再为刘
波增加 60 余万元的放款额度。
当 545 万元授信额度办理下来时，刘波
难掩心中的喜悦：
“ 有了充裕的资金，自己
重新燃起了创业的激情，每天浑身都充满
了干劲儿。”
如今，刘波已渡过了难关，今年第一批
泥鳅已经售完，第二批泥鳅也于 9 月陆续销
往全国各地。为了带动当地村民致富，马
蹄湾村以刘波的养殖场为核心，通过“村合
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引领村民共同发展
泥鳅养殖。此外，养殖场在每年的育苗期
和售卖期会有大量的人力需求，当地村民
可以就近在养殖场务工获得稳定收入。
今年来，资阳农商银行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始终聚焦痛点、疏浚堵点，打通“金融
活水”流向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开发
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不断畅
通金融血脉、加大贷款支持力度，把更多的
金融资源投向三农客户、小微企业等经济
社 会 重 点 领 域 和 薄 弱 环 节 ，助 力 复 工 复
产。
（李小凤）

本报记者 韩成玺 摄

收到银行不明短信验证码需警惕
或是电信网络诈骗
近日，我市部分市民向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中心支行反映：
在未申请办理某银行“XX 贷”业务的情况下，收到该银行官方客
服发送的“XX 贷”APP 短信验证码，且在次日接到由北京、上海及
境外等地打来的电话。来电者自称是该银行工作人员，要核查客
户贷款用途及身份证件信息，并以各种理由向客户索要短信验证
码。
经查，
“XX 贷”为某银行推出的一款网络信贷类 APP，用户只
需要使用“手机号码+动态验证码”即可完成“XX 贷”的注册或登
录。但如需申请办理“XX 贷”业务，还要进一步上传本人正反面
身份证件信息和手持身份证件影像，且需通过某银行业务系统人
脸识别验证后才能进行。人行资阳市中支工作人员表示，此类案
件为典型的利用
“XX 贷”短信验证码进行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中，不法分子在“XX 贷”登录界面随机输入手机号码，
在该银行官方客服成功向机主发送验证码后便冒充银行工作人
员与机主联系，以此增加其电话内容的可信度。之后，其便会以
客户身份信息被盗、需协助向公安机关报案等为说辞，实施电信
网络诈骗。
人行资阳市中支提醒大家，遇到此类事件切勿轻信，收到银
行发来的不明短信验证码时可通过官方客服进行核实或向当地
银行网点进行确认，不要随意向他人泄露个人身份信息或短信验
证码，谨防上当受骗。

明年起全国参保信息
实现互联互通
首次提出重复参保的界定及处理原则
□ 解丽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自 2021 年参保年度
起，全国参保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动态更新、实时查询。同时，因
就业等原因中断缴费时间超过 3 个月的，设置不超过 6 个月的待
遇享受等待期。
《意见》首次提出重复参保的界定及处理原则，明确原则上不
允许重复参保。据了解，重复参保指同一参保人重复参加同一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制度内重复参保）或重复参加不同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跨制度重复参保），具体表现为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参保人
有两条及以上参保缴费状态正常的参保信息记录。意见指出，重
复参加职工医保的，原则上保留就业地参保关系；重复参加居民
医保的，原则上保留常住地参保关系；学生重复参保，原则上保留
学籍地参保关系；跨制度重复参保且连续参加职工医保一年以上
（含一年）的，原则上保留职工医保参保关系。以非全日制、临时
性工作等灵活就业形式的跨制度重复参保，保留一个可享受待遇
的参保关系。
同时，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跨制度参保的待遇衔接原则。
《意
见》提出参保人已连续 2 年（含 2 年）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因
就业等个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换参保关系的，
且中断缴费时间不超过 3 个月的，缴费后即可正常享受待遇，确
保参保人待遇无缝衔接。中断缴费时间超过 3 个月的，各统筹区
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超过 6 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待遇享
受期满后暂停原参保关系。
《意见》还进一步明确了重点人群的参保缴费政策。其中，对
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之间切换参保、转
移接续参保关系时，不设等待期，不受居民医保规定缴费时间限
制，在参保缴费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对于大中专学生，鼓励在
学籍地参保，支持具备条件的统筹地区将大中专学生参加居民医
保的参保缴费期从学年调整为自然年度，作出调整的统筹地区学
生在入学当年学籍地如发生医疗费用，采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
销费用，报销比例不受转外就医调减比例规定限制。对于新生
儿，自出生之日起发生的医疗费用均可纳入医保报销。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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