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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安岳县支行

金融“活水”润“三农”不忘初心惠民生
——邮储银行资阳分行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综述

“党史+”
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
□ 林婷 吴佳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农发行安岳县支行围绕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要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打造“党史+”学
习模式，推动支行高质量发展。

□ 李荣

“党史+业务发展”
模式深化党业融合

强农业、
美乡村、
富农民，
金融很关键。
一直以来，作为“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阳市分
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资阳分行”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深耕农村市
场，助力乡村振兴。2017 年即实现了“三农金融事业部”在市、
县（区）两级机构同步挂牌成
立，形成覆盖全市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以“专门机构+专业团队”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
平，
不断促进涉农贷款业务发展提质增效。
“十三五”期间，该行涉农贷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 20%以上，2021 年投放涉农贷款 2380
笔，
共计 6.20 亿元，
余额较上年净增 1.33 亿元，
较年初增长 12.35%。

该支行坚持把“七一”重要讲话和党史学习教育指
定书籍作为学习重点，多次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究。
全面贯彻上级行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相关会议精神，制
定贷款营销、支农资金筹集方案，细化分解任务目标，坚
持“走出去”，开展源头营销、精准营销，主动对接贷款企
业上下游客户，切实加强产业链客户群建设，做到贷款
投放与支农资金筹集同步发力。截至目前，该行累计投
放贷款 2.01 亿元，用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长江大
保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等方面，充分体现出政策性银行的职
能担当。

合力服务
平台合作强保障
2021 年 4 月，邮储银行资阳分行与四川
鼎嘉农业科技公司签订《资阳乡村振兴特色
产业金融服务业务合作协议》，形成了“银
行+农业公司+种植户+省农担+政府”多方
联动的乡村振兴个人产业链金融服务模
式。截至 8 月底，该行已通过多方联动，发放
助农贷款 3 笔 290 万元。这仅仅是邮储银行
资阳分行积极深化平台合作，努力形成政策
合力，有力促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为破解农业产业发展中的痛点
和难点，邮储银行资阳分行秉承服务乡村振
兴使命，坚持三农金融优先发展原则，积极
拓展与政府部门、担保公司、保险公司、邮政
公司等的合作。
拓展银政平台。2016 年以来，邮储银行
资阳分行将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列为小额
贷款的一项重点业务，由市到县（区），分别
对接当地人社、财政部门。2016 年建立再就
业风险担保金 283.4 万元，发放再就业贷款
17 笔 165 万元，实现了历年来再就业贷款“零
发放”的突破。2018 年该行与资阳市人社局
签订《返乡下乡创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
议》，计划用 5 年的时间，至少扶持 1000 个创
业实体，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不低于 2.5
亿元。2016 年至 2021 年 8 月，已累计向 1000

“党史+合规管理”
模式保障发展质量

余户重点人群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43 亿元，
贷款结余 0.73 亿元。
扩宽银担平台。2016 年邮储银行四川
省分行与四川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邮储银行资阳分行积极谋划，
充分利用银担合作契机，将雁江区的柑橘、
蔬菜行业，安岳的柠檬、红薯行业，乐至的黑
山羊、桑蚕行业作为重点开拓行业，大力引
进银担合作资金。截至 2021 年 8 月末，与省
农担合作累计投放贷款 2.15 亿元。2021 年
该行与省农担公司合作推出“集合担保”贷
款业务，并实现投放 3056 万元。
对接银保、银协平台。主动对接行业协
会和商会，沟通业务合作渠道，深入了解细
分行业特征和商业团体特点，找准营销切入
点，为协会、商会会员提供更为精准的金融
服务。
深化邮银平台。借助邮政渠道，延伸信
贷服务。协同邮政资阳分公司成立“打造
‘邮政+农业合作社’生态圈”专题项目组，
针对资阳特色产业和产品，充分将邮政公
司渠道资源与邮储银行信贷服务有效结合
起来。产前环节以“信贷+保险”为核心，采
用“生产信贷+担保平台+农业保险+农资
供应”的方式，嵌入生产投入场景，为农村

邮储银行客户经理走访安岳柠檬种植基地。

该支行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警示教育有机结合，通过
开设廉政专题党课、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组织员工到
资阳市法纪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等方式，促进警示教
育常态化，提升全员廉洁意识和法纪意识。以信贷业务
为重点，开展“年度综合检查”
“业务高质量发展回头看”
“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等检查工作，累计发现问题 12
个，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逐一抓好整改
落实。同时配备风险合规专员，贯彻落实内控管理规章
制度，及时宣讲合规政策，切实提升合规管理水平，巩固
业务高质量发展成效。
邮储银行客户经理走访乐至黑山羊养殖基地。
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综合服务，助力现代
农业产业升级；产中环节以农资为核心，为
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送肥料下乡服
务；产后环节以“销售+寄递+结算”为核心，
采用“线上电商+线下销售+仓储寄递+综
合金融”的方式，嵌入农产品返城、消费品
下乡等多个生产生活场景，为农村合作社、

家庭农场提供综合服务。今年 6 月，该行与
邮政公司合作推出了惠农经营贷款产品，
邮政公司将有信贷需求的客户通过惠农
APP 推送给邮储银行，由邮储银行对接客户
信贷需求，目前各县（区）均实现了贷款投
放，有效地将涉农信贷服务延伸到了农业
第一线。

个性服务

“党史+队伍建设”
模式促进全面发展
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深入学习党史学
习教育理论知识，利用“智慧党建”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
等线上学习平台强化巩固学习成果。通过举办职工夜
校、
外出培训等方式提升员工综合素质，
营造
“比、
学、
赶、
超”
学习氛围，
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学习培训 16 次。同时，
该行积极选树先进典型，
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先后派出两名业务骨干作为脱
贫攻坚先锋队和乡村振兴先锋队队员深入凉山州助力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其中一名同志获
得总行
“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

多措并举促兴旺
近日，安岳县龙台镇藕塘村 4 组刘晓东
村（社区）创建为主体，通过搭建“银村合作”
的柠檬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给今年第
平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干部、致富能
二批次柠檬套袋。5 年前，刘晓东刚开始发
人作用，全面开展信用村、信用户创建工作，
展柠檬种植时，面临资金缺口，在邮储银行
推进“整村授信”
“批量开发”。截至 8 月底，
的帮助下，他解决了资金问题。如今，他的
该行已建立信用村 380 个，评定信用户 6211
柠檬树已正式挂果，168 亩柠檬预计到盛产
户，为解决农户贷款难、提高农民信用意识、
期，可以收获鲜果 60 万斤。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打下扎实基础。目前，该
近年来，邮储银行资阳分行把改善支农
行针对信用村、信用户的线上小额信用贷款
服务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
正在试点上线，下一步将为辖内信用村、信
丰富支农内涵，创新支农理念，区分市场主
用户积极提供信贷支持，实现农户足不出村
体，
深入了解细分行业特征，
寻求农民增收与
就能申请贷款。
自身增效的最佳结合点，持续将雁江区的柑
省心服务，实现不动产远程抵押登记。
橘、
蔬菜行业，
安岳的柠檬、
红薯行业，
乐至的
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减少贷款客
黑山羊、
桑蚕行业作为各支行重点开拓行业， 户来回奔波次数，邮储银行资阳分行各县
（区）支行与当地不动产交易中心签订了不动
多措并举，
打造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
重点服务，
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贷
产远程抵押登记协议。2020 年起，邮储银行
款投放。邮储银行资阳分行以服务三农、
服务
资阳分行贷款客户直接在该行即可完成不动
地方经济为切入点，
积极主动对接就业、
财政、 产抵押登记，无须再前往政务服务大厅不动
农业农村等政府职能部门，
推动农业产业提质
产登记窗口排队办理，真正实现了零售信贷
转型。大力发展涉农贷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客户办理抵押“零跑腿”，为客户提供既有温
贷款，
重点支持粮食、
农产品种植、
收购或加工
度又有速度、
全方位、
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8月31日，
该行为
民生事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服
辖内专合社、
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
务“小农户”到服务“大三农”，在邮储银行资
经营主体发放涉农贷款1.65亿元，
为我市农业
阳分行金融“活水”的浇灌下，一幅“产业兴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贴心服务，加速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
裕”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正在资阳大地徐徐
设。2019 年以来，邮储银行资阳分行以信用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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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换发新版许可
证的通知》要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
行及辖内网点等 11 个机构换领新版金融许可证，业
务范围发生变更，同时，因街道门牌号变更，部分网
点金融许可证住所发生变更。现将新版金融许可证
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变更
我行辖内营业机构业务范围发生变更，其中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资阳九曲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资阳和平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车城大道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阳雁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皇
龙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建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岳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岳岳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岳柠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至支行等 11 个营业机构业务范围变更为：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基金销售业务；提供保管
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二、机构住所变更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和平路支行住
所变更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和平中路 59 号、61
号、63 号、65 号、67 号、69 号、71 号、73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车城大道支行
住所变更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新华路 6 号、8 号、
10 号、12 号、14 号、16 号、18 号、20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雁城支行住所
变更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正兴街 334 号、336 号、
338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皇龙支行住所
变更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皇龙路 126 号、128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建北支行住所
变更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二段 128 号、
128-1 号、128-2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岳支行住所变更
为四川省安岳县岳城街道建设街 75 号、77 号、79 号、
81 号、83 号、85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岳岳阳支行住所
变更为四川省安岳县岳城街道东大街 59 号、61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岳柠都支行住所
变更为四川省安岳县岳城街道秦九韶路南段 3 号、5
号、7 号、9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支行住所变更
为四川乐至县帅乡大道 29 号、31 号。
特此公告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2021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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