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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

赶着羊群奔小康
——甘肃省分行在景泰县的金融扶贫实践

甘 肃 省 景 泰 县 寺 梁 村 共 有
301 户 1281 人，其中有 50 户为精
准扶贫户。这个常年干旱少雨的
偏远农村，要在人均不足一亩的耕
地上过上好日子，要面对的困难可
想而知。想要脱贫致富，必须另找
途径！

经过多年的探索，寺梁村的村
民终于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的路
径——养羊。如今，该村有 68 户
养殖户。2018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1.5 万元。用村民们自己的
话说，现在，他们是“坐着飞机去
收羊，赶着羊群奔小康”。

在寺梁村村民的养羊脱贫致
富道路上，“瓶颈”就是资金短缺，
而帮他们解决这个“瓶颈”的，就
是邮储银行景泰县支行。

“咱邮储银行的信贷客户经理
们都是及时雨，把我们农户的情况
吃透啦！”说这话的，是寺梁村养
殖大户王生铎。

村民笑了

寺梁村所处地区原为荒无人
烟的戈壁滩，养殖业发展起来之
前，寺梁村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
主。

景泰县支行与王生铎的合作
是从 2016 年开始的。当时，景泰
县委县政府号召各金融机构支持
景泰地区当地特色养殖户，在所有
养殖户中，王生铎给景泰县支行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6 年，王生铎第一次贷了
邮储银行农户联保贷款 8 万元，并
带领全村百姓开始搞规模化特色
养殖。随后，王生铎带头成立了景
泰县常顺养殖专业合作社，修建了
占地面积 1.9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
养殖示范基地，动员芦阳镇 68 户
养羊户加入合作社，并注册商标进

行精品羊肉销售，促进了当地羊产
业的发展，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
致富新路。

据景泰县支行行长陆爱萍介
绍，该支行累计为寺梁村发放各
类贷款 188 笔 1860 万元。其中，
2018 年末信用村组建成功后当年
发放贷款 68 笔 1200 万元，评定信
新用户 35 户。

有了邮储银行的贷款资金支
持，通过近几年的发展，以王生铎
为代表的的养殖示范区现有羊舍
469 栋，羊存栏 6.6 万只，每年可
为社员及周边群众提供种羊 8000
只，出栏 30 多万只，销售收入 2.1
亿元，合作社成员户均从养羊中得

到收益达 30 万多元。农户们笑着
说自己是在“赶着羊群奔小康”。

扶贫亮点

景泰县支行在持续加大传统
支农信贷业务发展力度的同时，
落实县委县政府“三位一体、融合
发展”战略，结合全省“党旗领航”
信用村镇建设活动方案战略，积极
走访乡镇、村两委，围绕地方特色
产业有序推进信用村建设，截至目
前，共建成信用村 33 个，发放农户
信用贷款 3820 万元。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方面，景泰县支行通过搭建机制
平台、优化作业流程，为企业提供

优质化服务，先后组织了种植养殖
大户金融产品推介会，实现了产品
和市场的直接对接；另一方面，全
力支持地方重点民营企业发展，通
过创新产品要素，解决经济新常态
下企业遇到的困难，有针对性地对
部分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减
额续贷”金融服务，有效解决了企
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客户同舟共
济，与企业肝胆相照。

将银行经营工作与扶贫工作
有机结合，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着手，发挥邮储银行金融优
势，扎实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助力产业扶贫、精准扶贫和“三变”
改革，成为景泰县支行工作的一大

亮点。
2018 年，该支行通过平台建

设，对接“邮担贷”产品，向帮扶的
寺梁村规模化养殖示范区 34 户养
殖大户发放产业贷款 900 万元，有
效地解决了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
问题。此外，通过信用村评定，发
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204 万元，带
动建档立卡户发展养殖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该支行响应地方政府金
融扶贫工作号召、落实上级行金融
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在产业扶贫及
农业龙头企业融资方面给予下调
贷款利率的优惠政策，向符合扶贫
带动条件的企业进行基准利率投
贷，积极支持地方精准扶贫工作。
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当地党委、政
府的肯定。

寺梁村这几年的变化也是邮
储银行甘肃省分行支持特色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为推动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促进产业扶贫、助力脱贫攻
坚，甘肃省分行与甘肃省农业农村
厅签署产业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
3 年，在全省投放涉农贷款量超过
400 亿元，重点支持牛、羊、菜、果、
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发展，向六大
产业从业者提供更贴心、更便捷的
金融服务。为此，甘肃省分行设计
了“邮储农牧产业贷”专属信贷产
品，以实施产业扶贫和助推乡村振
兴为总抓手，确保 2019 年投放不
低于 140 亿元，为甘肃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 □洪国霞  马鑫 文 / 图

景泰县支行工作人员在养殖场进行市场调研。

坐着拖拉机

去调查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分
行深耕“三农”服务，积极发
挥邮储银行涉农信贷产品优
势，主动送贷上门，以贴心服
务赢得客户。

图为喀什地区分行信
贷客户经理前往沙漠边缘的
棉农家开展贷后调查。由于
该客户的棉花地距离公路较
远，中间多是沙漠路段且正
在修路，信贷客户经理只好
搭乘拖拉机前往。

� □赫嘉嘉  摄影报道

百香果“熟了”
——福建华安县支行助力脱贫致富记

“百香果今年价格又涨了，市
场需求越来越大，今年多搞一些完
全没问题！”福建省华安县沙建镇
宝山村的百香果种植户郭东鲲，说
起百香果种植前景底气十足。从
2012 年开始在邮储银行申请 4 万
元小额贷款用于养殖生猪，2013
年增贷至 8 万元，因生猪养殖市场
不景气，郭东鲲于 2014 年开始转
型种植百香果，尝到甜头后，经过
两年多的积累和筹备成立了“华
安县联众果蔬专业合作社”，带领
周边村民一起脱贫致富。

2016 年，郭东鲲和大多数农
户一样，想要扩大种植规模却苦于
没有启动资金。邮储银行华安县
支行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走村入户
提供金融服务时，了解到郭东鲲的

难处，在主动上门详细了解情况
后，向其推荐了产品，两者一拍即
合，当即收集贷款材料开始办理。

贷款受理时，郭东鲲的百香果
正处于大量种植阶段，急需资金投
入，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第二
天一早，华安县支行的工作人员便
动身前往郭东鲲的合作社开展贷前
调查，由于路途较远，作业半径相对
较大，在路途上耗时较多，在接连完
成几个客户的调查后，天已摸黑，邮
储银行的两名工作人员连夜赶回，
着手进行资料的整理及撰写调查报
告，于次日完成审批，前后不到三天
的时间。“你们银行来的真是太及
时了！”郭东鲲看着自己银行账户
中刚到账的 25 万元，激动地说道。

在邮储银行的支持下，郭东鲲

的百香果合作社越做越大。这时
他想到了村里还有很多的贫困户，
为什么不让乡亲们一起种植百香
果呢？这样既能更好的发展百香
果产业，也可以带动乡亲们脱贫致
富。但是如何让贫困户加入合作
社？如何让加入的贫困户不会再
返贫？这都是挡在他前面的难题。

为了帮忙村里的贫困户脱贫，
郭东鲲采用了多种扶贫模式。除
了资金入股分红的脱贫模式，合作
社还为想要自主种植百香果的贫
困户统一供应种苗、肥料、提供技
术管理和成果统一收购等，实现规
范运营管理。同时，还招收扶贫户
到合作社工作并辅以技术培训，工
资实行当日结算，以提高他们工作
积极性和脱贫的信心。

华安县支行得知郭东鲲的想
法后，对此大力支持，对于需要资
金支持的贫困户，邮储银行定期上
门提供金融服务，解决农户的后顾
之忧，让更多的农户像郭东鲲一样
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目前，郭东
鲲的合作社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超
过 2000 亩，并且主动吸收了 78 户
贫困户入股，每年光靠分红就有
2000 多元。

今年以来，鲜果市场已渐趋
饱和，亩产 4000 斤的百香果有将
近 1000 斤会滞销。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呢？这时，郭东鲲又想到为
什么不像其他水果一样，发展副产
品呢？郭东鲲说干就干，创办起了
百香果加工厂，对百香果进行深加
工，不仅可以解决滞销问题，还能

形成产业链，拓宽市场，增加收入。
同时，还能为当地村民提供超过
100 多个就业岗位，一举多得。百
香果，不愁卖了！

郭东鲲说：“我的目标是让更
多人脱贫致富，要感谢邮储银行，
在我急需资金找不到出路时，及时
给予的金融支持，让我可以继续带
领更多的乡亲实现脱贫增收！”郭
东鲲也因百香果种植的创业之举，
同时获得了“2018 年漳州市青年
英才优秀创业项目”“2018 年华
安县十大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
誉称号。

华安县支行把贷款业务重点
放在农村，重点扶持种植养殖大
户，实实在在地为农村经济发展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志明

海南省分行

排查抵质押品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组织全辖开展抵质押品排

查活动，主要排查风险分类为不良的业务、异地押品、贸易融资、票
据和担保公司业务以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各类附担保物的存
量个贷及小企业信贷业务。

此次排查活动由各级行授信管理部牵头，各级行三农金融事业
部、消费信贷部、公司业务部、小企业金融部、风险管理部、运营管理
部和法律与合规部门共同参与，海南省分行将视分支行自查情况组
织人员开展现场抽查。

抵质押品管理是保障信贷资产质量的第二道防线，作为授信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信贷业务全流程。以期通过此次排查活
动，强化抵质押品管理，有效降低信贷业务信用风险，防范抵质押品
违规准入、评估价值虚高、重复抵质押、抵质押登记不实等重大风险
问题，进一步提升押品管理水平，防范押品管理风险。� □梁磊

上海分行

两支行挂牌“现金服务示范网点”
本报讯� �10 月 20 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辖内上海火车站支行、

徐泾镇支行正式挂牌“现金服务示范网点”。
上海市政府将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和青浦区徐泾镇列为上海

市现金服务示范区，示范区内 19 家金融机构的 31 个营业网点被列
为“现金服务示范网点”。

下阶段，邮储银行上海火车站支行、徐泾镇支行将继续围绕安
全、高效、便利的服务宗旨，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持续推进现金服务
建设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营造良好的现金流通环境，全面提升现金
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称心满意的服务。

据悉，上海分行高度重视反假货币工作，以提高反假货币业务
效率、提升反假货币工作质量和管理水平为目标，以“假币零容忍”
为底线，抓实假币专项治理，抓严假币收缴鉴定工作，抓好反假货币
宣传，上下联动、内外响应，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推进上海市
反假货币工作再上新台阶。� □刘子婧

石家庄市分行

推出开放式缴费平台
本报讯� �邮储银行河北省石家庄市分行近日上线了开放式缴

费平台。这是邮储银行利用技术手段，打通企业客户与个人客群的
融合，为企业客户一站式提供手机银行、微信、柜面、聚合支付等线
上线下多渠道缴费通道和便捷开放的缴费服务，缴费种类涵盖取暖
费、水费、物业费、学费、燃气费、党团费等，为丰富便民利民渠道提
供了更便捷的工具。

开放式缴费平台的推出，是石家庄市分行发挥专业优势、积极
丰富居民缴费渠道的举措之一。石家庄市分行 9 年前开始为市级
企业离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代发服务。随着多年的合作深入，目前，
石家庄市分行已担负起全市工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工
作，承办了 14 个县区的城乡居民社保业务，代发石家庄市级社保户
数超 20 万户。� □张圆圆

日照市分行

一站式服务不动产抵押登记
本报讯� �10 月 28 日，邮储银行山东省日照市分行正式上线运

行“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系统，截至 11 月 4 日，共成功办
理抵解押业务 52 笔，出证时间较以往平均节省 50% 以上，有效提
升了客户综合体验。

据悉，该系统使信贷抵押登记流程更简捷，将前期的“银行申
请—登记机构登记—银行领证—信贷放款”简化为“银行一站式服
务”，打破了不动产登记与银行间的信息孤岛，最快可实现当天办
理、当天出证，切实提高了客户贷款便捷性。系统功能也更为完善，
可以支持二手房及现房抵押、抵押登记注销及预售商品房预告抵押
登记业务，基本满足大部分信贷业务抵押需求。� □李林

吕梁市分行

宣传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本报讯� �邮储银行山西省吕梁市分行近日开展了防范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活动。
为保证活动取得实效，该分行在活动开展之初制定了活动方

案，明确了活动时间、活动主体、活动内容及各方职责。活动将各网
点作为开展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知识普及阵地，通过微信公
众号、宣传折页、电子门楣显示屏等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防范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知识。该分行还设立户外集中宣传点 116 个，印制
了 26000 份宣传资料，现场接受咨询的市民超过 3 万余人次，受到
广大金融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同时加深了社会公众对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的认识和了解。� □刘剑恩  王利芳

第三章  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制度建设
第十八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管理牵头部门应完

善从业人员行为的长期监测机制，并建立针对重点问题、
关键岗位的不定期排查机制。针对监测和排查中发现的
问题，应予以记录并及时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九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从业人员招聘和任
职程序中评估其与业务相关的行为，重点考察是否有不
当行为记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利益相关
人员，不得降低招聘录用标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落实
任职回避和业务回避制度，应从职责安排上形成有效制
衡，避免从业人员滥用职权。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招录董
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时，应向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申请在银行业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处罚
信息系统中查询有关行
政处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