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市农商银行

不忘初心担使命 服务地方促发展
不忘初心、回归本源、助力实

体、服务地方，是金融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下
银行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济
宁市农商银行作为地方金融服务
的主力军，在经济发展和新农村
建设的新时期、新阶段，坚守“三
农”初心、创新业务模式、转变服
务理念、重塑银企关系，在防范风
险的同时实现了“三农”和小微金
融业务的高速发展，满足了农村
金融的多元化需求。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济
宁审计中心作为省联社在济宁的
派出机构，负责全市11家农商银行
党的建设、审计监督、协调服务、
督导评价、信访维稳等工作。2019

年，济宁市农商银行在济宁市委、
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
省联社党委“123456”总体工作思
路，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坚守
服务三农、支农支小、创建“一流
金融机构”的奋斗目标，以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大局己任，秉承“稳健
经营、稳步发展”的经营理念，不
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持续
创新服务，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打
造市民喜爱的普惠银行。截至2019
年末，全市农商银行各项存款余
额 1 1 8 0 . 4 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802 . 58亿元，全市上缴各项税金
4 . 05亿元，是全市营业网点和从业
人员最多、存贷款业务规模最大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济宁市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省
联社、济宁审计中心决策部署，高
标准起步、高起点开局、高质量推
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把开展主题教育激发出的干事
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推动业务
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内生动力，
全面履行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
发展金融主力军的社会责任，以工
作新成效推动主题教育总目标落
地见效，真正做到学在深处、干在
实处。

全市农商银行坚持把抓好理
论学习作为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的基础，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
内容，讲好专题党课，通过印发“口
袋书”、集体学习研讨、观看警示教
育片、组织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
同时利用“学习强国”、微信群等载

体，随时随地学习、交
流，不断增强全体党
员投身主题教育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确保学习
教育不断档，切实筑
牢忠于党、忠于事业
的信仰之基，达到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受洗礼的目的。

全市农商银行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为契机，
采取“内部+外部”丰富宣传载体、

“活动+测试”提升成效、“线上+线
下”开门纳谏等方式，持续推动活
动开展，加强员工队伍作风建设，
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
活动，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担当意
识，发扬实干精神，激发干事创业

的工作热情，为推动全市农商银行
健康持续发展凝聚力量。

同时，全市农商银行始终牢记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使命，把广大客
户最关注、转型发展最迫切、员工
群众最期盼的问题作为调研重点，
通过深入调研摸清情况、厘清问
题，提出对策，不断优化金融服务
水平，提升惠民便民能力。

济宁市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省
联社总体工作思路，按照济宁审计
中心党委工作部署，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注重创新，突出信贷支撑
经营的核心作用，积极开展信贷结
构调整、“样板工程”建设等工作，
实现了零售类贷款规模和户数大
幅“双增”，业务排名跃居全省前
列，实现了信贷业务“扭轨转向、增
户扩面”的目标。

全市农商银行创新开展信贷
管理“提升年”、“深化年”活动，重
点推进“四压一增”工作，全力做好
信贷结构调整，提升信贷管理水
平，信贷业务指标实现快速提升。

截至2019年末，全市农商银行零售
类贷款余额437 . 76亿元，较年初增
加111 . 56亿元，增量位居全省农商
银行系统第三名，零售类贷款增幅
34 . 20%，位居全省农商银行系统
第一名。

全市农商银行按照济宁审计
中心决策部署，认真贯彻“打造乡
村振兴的齐鲁样板”的指示，将“样
板工程”建设作为新形势下的信用
工程建设，并结合基础客户和行业
客户拓展思路，赋予信用工程建设
新的内涵，首创“样板工程”建
设五种类型，率先将“样板工
程”划分为“村级”“社区”

“商业市场(商业街)”“企事业
单位”“工业园区”等五种类
型，制定了详细的建设标准，统
一标准、统一操作流程，按照
“样板工程”建设三年工作规
划，稳步高效推进，实现了定性
指标和定量指标的“双提升”。
截至2019年末，全市已完成1432
个“样板工程”建设，包含了
1240个样板村、33个样板社区、
102个样板市场、53个样板企事业
单位及4个样板工业园区，共采集
客户数量11 . 15万户，零售类贷款
户数18 . 29万户、金额437 . 76亿
元。

济宁市各农商银行积极完善
服务措施、丰富金融产品，以实际
行动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发展。

截至2019年末，全市农商银行
各项贷款余额802 . 58亿元，较年初
增加113 . 38亿元，同比多增9 . 25亿
元，其中实体贷款656 . 82亿元，较
年初增加94 . 16亿元，位居全省农
商银行系统第3名，同比多增24 . 50
亿元，实体贷款增幅16 . 73%，位居
全省农商银行系统全省2名。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后，全市农商银行充分认识到，
作为根植农村、因农而兴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责无旁
贷，并从加大资金投入、推进乡风
文明、完善服务设施等方面，为乡
村振兴发展助力赋能。在加大资金
投入上，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大力
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乡村旅游和农房修建等。截
至2019年末，全市涉农贷款472 . 31
亿元，较年初增加65 . 80亿元，同比
多增22 . 03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 1 2 7 . 9 3亿元，较年初增加
20 . 34亿元，户数23644户，较年初
增加7195户。

全市农商银行积极实施小微
企业减费让利，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逐年下降，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
资贵的问题。通过推广信e贷、众易
贷、社保贷线上信贷产品，为农户、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工薪阶层
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不断满足民生领域的生产生活和
消费升级需求。截至2019年末，全
市农商银行信e贷已发放2 . 13万
户，金额12 . 12亿元，众易贷成功发
放贷款突破30亿元。

全市农商银行与地方相关部

门联手，大力开展“文明信用村、文
明信用乡(镇)和文明信用农户”评
选活动，并通过开办金融夜校，广
泛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提高村民
学金融、用金融、防诈骗的能力。在
完善服务设施上，为了打通农村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市农商银
行大力推进村级金融服务建设，建
设农村金融服务点3037个，布放
农金通设备2441台，覆盖全市
5423个行政村，真正实现“人
员、机具、服务”农村金融全覆
盖，农户足不出村就可办理存取
款、转账、便民缴费等金融业
务，享受与城市同等便利的基础
金融服务。全市农商银行的农村
金融服务网络已累计发放各类补
贴款项3892 . 21万笔，金额389 . 27
亿元，有效促进了各项惠民政策
的落地实施。

近年来，以AI、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金
融科技方兴未艾，银行业进
入零售化、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新阶段。在金融科技推动
下，济宁全市农商银行重塑
业务模式，加大平台创新力
度，联通线上线下，为企业、
居民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
解决方案。

全市农商银行在济宁审
计中心带领下，勇于创新，成
功搭建“客户精准营销平
台”，让大数据融入和服务于
业务管理各个环节，实现了
信贷全流程优化由“渠道向
平台、风控向数据、营销向精
25准、获客向批量”的四个转
变。平台实现了贷款集中线
上审查审批功能，有效规避
了人为干预，贷款审查审批
更加规范、快捷、智能。

全市农商银行坚持“线
上+线下”结合，创新研发微
贷管理系统、“社保贷”线上
信贷产品，实现了客户办贷
网络化、自主化，满足了客户
多样化贷款需求。以“社保
贷”为例，客户无需找担保，
不用跑网点，通过手机扫码
申请贷款到资金到账仅需5
分钟，真正让客户享受到了

“足不出户 快速获得贷款”
的高效服务。截至2019年末，
全市社保贷授信1485户，金
额0 . 66亿元。

同时，济宁市农商银行
持续推进线上转型和移动支
付建设。截至2019年末，全市
农商银行电子银行客户88 . 8
万户，较年初新增32 . 5万户，
电子银行客户签约18 . 05%，
业务替代率86 . 24%，电子银
行客户规模与质量同步提
升，电子渠道替代效应不断

增强；截至2019年末，全市农
商银行共拓展条码支付商户
15 . 79万户，较年初增加5 . 94
万户，交易笔数3438 . 02万
笔，交易金额123 . 32亿元；全
市农商银行借助青岛扫码付
业务平台扩展应用并成功上
线多个产品，包括智能POS、
扫码盒子、“码”上收、电子
秤、快付通、扫码王。截至
2019年末，全市农商银行拓
展智能POS商户2125户，共
布放2413台终端，累计发生
交易156 . 3 3万笔，交易额
48 . 73亿元，其中“码”上收业
务服务于266所学校，累计收
取23 . 76万笔学费，共计1 . 8
亿元。

不仅线上平台和电子业
务，全市农商银行21处综合
型网点、301处基本型网点、
11处自助型网点、37处代理
型网点、8 7 3 台自助设备
(ATM\CRS)、434台智慧柜
员机以及2441台农金通设
备，形成了营业网点、自助银
行、社区金融服务站、农村金
融服务站、自助取款点、移动
银行、直销银行等多元化渠
道，大大拓展了业务触达范
围，使其在区域“三农”金融
服务中具备独特的地缘、人
员和业务基础优势。

未来，作为根植于孔孟
之乡的地方金融机构，济宁
市农商银行将紧抓时代机
遇，勇于责任担当，守好风险
底线，敢于实践创新，充分发
挥地缘、人缘和业务优势，进
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持
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和

“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在
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
展。

坚守初心，夯实信仰之基

创新转型，优化信贷显成效

勇担使命，为民服务解难题

科技支撑，业务发展获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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