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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 10 月，水稻收割旺季。“农行
的‘种粮 e 贷’，帮了我一个大忙！”43
岁的桐乡大麻镇村民朱利华站在自家
长势喜人的稻田前激动地说。

朱利华经营着 1000 余亩的水稻
田，是目前大麻镇的头号种粮大户，主
要为本地及周边粮油合作社提供稻谷，
但因前期购买种子、水稻种植养护等投
入，资金周转出现了一定缺口。8月初，
在农行桐乡大麻支行的帮助下，通过线
上操作，动动手指，仅用三天时间,朱利
华就获得了48万元“种粮e贷”，并享受
了普惠利率。

说起农行嘉兴分行今年创新的区域
性特色产品“种粮e贷”，我们不得不提
到农行浙江省分行线上普惠金融拳头产
品“惠农e贷”。以金融科技深化农村普
惠金融，农行浙江省分行通过采集数据、
建立模型、线上办贷，破解了农户和小微
企业担保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惠农 e 贷’让农户一次都不跑就
能轻松贷到资金。”据农行浙江省分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0月末，该行已
累计发放“惠农 e 贷”3562 亿元，惠及
农户 51.7 万户，贷款余额 926 亿元，比
年初新增 185 亿元，总量、增量连续六
年居系统首位。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为确保普惠
金融精准惠及农户，农行浙江省分行还
创新“自画像”模式，引导有需求的农户
自助补充资料，农行结合客户“画像”与
基础数据分析，上门调查后产生预授信
并发放贷款。依托“自画像”模式，农行
浙江省分行推出了行业特色贷款，持续
打造“产业+农户”特色支农品牌：湖州

“白茶贷”，支持茶农1385户，发放贷款
2.08亿元；温州“番茄贷”，吸引1000多
户种植户，发放贷款超 1.5 亿元；金华

“葡萄贷”，为 1270 户农民发放贷款

2.51亿元⋯⋯
在“惠农 e 贷”金融活水的精准滴

灌下，全省各地农村的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

临海市上盘镇，拥有全国规模最大
的冬春西兰花生产中心和重要的国际
西兰花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超10万亩，
年产量占全国的25%。

作为该镇劳动村最先引种试种西
兰花的“吃螃蟹者”和“惠农 e 贷”的较
早受益者，村民周荣晓的西兰花年销售
额已达到4000万元。2020年以来，农
行临海市支行通过创新惠农路径，为临
海市内西兰花种植、收购经营一年及以
上的经营户提供“西兰花贷”：针对融资
困难的经营户们，提供信用、抵（质）押、
个人和担保公司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
与西兰花协会及当地农业农村办公室
合作，建立起一本“西兰花白名单”。对

“白名单”内的种植户，上门提供集中
化、批量化的办贷服务⋯⋯截至 10 月
末，农行临海市支行已累计发放“西兰
花贷”1.2亿元。

临海独特的冬春气候限制了西兰花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农行临海市支行
的金融支持下，如今劳动村已有50%以
上的村民“走出去”种西兰花，足迹遍布
河北、江苏、山东、甘肃等全国近10个省
份。如今的上盘镇西兰花种植规模已达
3万亩，2021年年产值达1.2亿元。

与此同时，线下普惠金融产品的创
新也助力乡村产业的升级。今年上半
年，位于德清县的水木蔬菜工厂将3万
平方米高科技大棚作抵押，从当地农业
银行拿到了 1800 万元贷款，蔬菜工厂
的升级之路将更加平顺。“拿生产设施
抵押，对农业企业来说非常难得，现在
的营商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厂长阿
尔法感叹道。

破解农村融资难题 畅通农民致富路

同走共富路 当好“三农”金融主力军
农行浙江省分行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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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行浙江省分行的金融支持下，渔民新购渔船，迎来了渔货丰收。

农行杭州分行联合企业订购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农品。

乡村兴而国家兴。浙江奋力推进“两个先行”，“三农”是主战场之一。

从破解乡村振兴金融供给不足“卡脖子”难题；到投身美丽乡村建设，金融资源下乡兴业；再到聚焦农民精神富足，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新时

代金融版“枫桥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中央赋予服务“三农”使命的国有大行，农行浙江省分行胸怀“国之

大者”，以“金融活水”滴灌出浙江乡村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的美丽新图景。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对于推
动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8 月 29 日晚，夜幕笼罩的淳安县
下姜村文化广场座无虚席，露天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正在上映中。一场
“‘农’情聚共富 厚意映乡村 中国农业
银行杭州分行电影下乡美丽行启动暨

‘聚力共富’党建联盟签约仪式”启幕。
把荧幕上的精彩电影送下乡，把村

里的农特产带出去，这场精神富有与物
质富裕“共舞”的银村合作，在 2022 年
的初秋开启了新征程。“以此作为首场
起点，农行杭州分行走进富阳、桐庐、建
德、临安等区县市，为村民放映千场电
影。”农行杭州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现场，农行淳安县支行为淳安县威
坪镇驮岭脚村，千岛湖镇周坑村、联丰
村、云村村和枫树岭镇下姜村等五个村
负责人颁发导师聘书，以继续深化“银
村”合作模式，同时，五个村负责人与农
行淳安县支行五个网点负责人一对一
结对。结对后，农行将送技术、送方法、
送资源，为淳安县建设美丽乡村提供全
方位、多渠道的“专属套餐”。

农行杭州分行针对淳安县下姜村
及周边村镇还特别推出“农品出山”助
农活动，以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助力
农特产走向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餐
桌。目前“农品出山”云下单活动共有
近千人领取下姜农品专属红包，总成交
金额超两万元。

推动文化礼堂、文化广场、乡村戏
台、非遗传习场所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致力于传统技艺和文化的复兴，这也是
农行浙江省分行助力乡村文化建设、提
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有益尝试。

衢州首批乡村工匠大师——柯山
点茶工艺传承人叶德贞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工匠称号竟然让自己获得50万元
的纯信用贷款。

2021 年，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公布
了首批衢州市乡村工匠大师名单，叶德
贞的名字就排在第一个，同时他的叶德
贞工作室也成为首批衢州乡村工匠大
师工作室。作为柯山点茶技艺的传承
人，叶德贞一直致力于研究恢复宋代柯
山点茶传统技艺和茶叶的生产加工。
6 月以来，电视剧《梦华录》热播带火宋
代点茶，茶叶、茶具需求急剧扩大，欣喜
之余，资金短缺问题却成了叶德贞的心
头大石。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农行衢江

支行客户经理在了解情况后，立即想到
“乡村振兴工匠贷”这一产品，为客户开
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仅用了2天时间
就走完了全部信贷流程。

去年3月，“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
枫源村启动“一江两岸”景观提升工程，
农行诸暨市支行为其发放了全省系统
内首笔“美丽乡村贷”400 万元。利用
这笔钱，枫源村加快了村内景观提升、
文化大礼堂配套设施完善进程。“这个
占地1600平方米的文化礼堂内有健身
房、书法室、图书馆等等，可以一站式满
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骆根土很是兴奋地说。

惠农通，一个小型农行服务机具，
大都装在乡村的小超市里，主要用来缴
纳电费手机费；惠农服务站，设在农村
产业集聚的地方，农行工作人员定期值
班，为有资金需求的村民提供金融服
务；整村授信，村子里 60 岁以下的村
民，人人都有一张农行卡，随时可以向
农行申请 10 万元“惠农 e 贷”，其中还
有 18 个优质农户，一次性可贷款 30 万
元⋯⋯在“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源村，这
些场景真实可触，这里的村民实实在在
享受到了农行诸暨市支行金融版“枫桥
经验”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便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健全
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在诸暨，
农行一共设置了300个惠农通，最远处
东和乡上岗村服务点距离乡镇网点逾
35 公里，最高处赵家镇上阳村服务点
海拔高 831 米，仅盘山公路就要驱车 1
个多小时。“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
不出镇，金融矛盾不上交，金融风险就
地化解。”据农行诸暨市支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此定义的农行金融版“枫桥
经验”有效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的难题，切实提升了农村金融
消费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提“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再攀
峰，党中央为农业农村发展擘画出一幅
令人期待的宏伟蓝图。

“惠农 e 贷”“美丽乡村贷”“富村
贷”“村集体流贷”“整村授信”⋯⋯在浙
江美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农行浙江省
分行正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速度大步前行，为浙江描绘共同富裕新
画卷贡献“农行智慧”和“农行经验”。

（本版图片由农行浙江省分行提供）

聚焦农民精神富足 畅通乡村文明路

要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必
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形成城乡共同
繁荣的发展格局。

8 月 30 日，“中国这十年·浙江”主
题新闻发布会传出消息，这十年，浙江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倍 差 从 2.37 缩 小 到
1.94。浙江城乡融合的美好今天离不
开农行的努力，把信贷服务下沉到镇、
村，农行浙江省分行全力争做美丽乡村
重大项目建设的主办行、牵头行。

作为文泰高速互通出口兼服务区
所在地，凭着域内温州现存最大的千年
唐宋石头城库村古村落等景点，泰顺南
浦溪镇从过去长期处于泰顺东北偏僻
一角，一跃而成温州新晋“网红”小镇。
1 月 24 日，农行泰顺县支行成功审批
南浦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项目固
定资产贷款 7100 万元，用于加强乡村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联动南浦溪景
区发展。

农行浙江省分行同泰顺美丽乡村
建设的缘分由来已久。泰顺“九山半水
半分田”，山高地广人稀，只有不断推进
生态大搬迁，才能腾挪出更有张力的发
展空间，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作为金
融扶贫主力军，农行泰顺县支行积极组
建服务团队，推进金融保障搬迁工程：
2017年罗阳镇新城川山洋城中村改造
安置点工程，农行泰顺县支行提前介
入、全程参与，发放贷款2亿元，住宅安
置套数 408 套；2021 年，农行泰顺县支
行又获批罗阳镇生态大搬迁工程项目
8.3 亿元，建设住宅 1615 套，显著缓解
当时县城保障房供应严重不足的困境；
为让搬迁农户真正实现“下得来、稳得
住、富得起”，农行泰顺县支行先后推出

“农民安家贷”“个人助业贷款”“创业

贷”等专项信用信贷产品，为搬迁农户
创业提供资金，真正实现从“穷在山上”
到“下山寻富”。

云和梯田，素有“千年梯田、千米落
差、千年历史”之称，被誉为“中国最美
梯田”之一。国庆长假期间，云和梯田
共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84.31 万元，火爆的场面让景区工作
人员惊喜不已。

景区建设往往需要前期大规模的
资金投入，以争创国家级 5A 景区的云
和梯田为例，目前已完成投资近 15 亿
元。早在 2018 年，农行云和县支行就
独家为梯田景区建设授信 8000 万元，
为景区初步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2021 年，农行云和县支行作为银团牵
头行，为梯田项目建设授信 3 亿元，为
景区全面建设及时提供了金融助力。

开餐馆、办民宿、卖特产⋯⋯曾经
外出谋生的村民们又回到了家乡。梯
田的逐步建设开发，对云和促进农民增
收、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辐
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柳启良就是其中的一位。2014
年，32 岁的柳启良注册了“云和县梅竹
农家乐”，接待前来旅游的客人。今年，
柳启良计划对开业已 7 年有余的农家
乐全面升级。农行云和县支行客户经
理用县融资担保公司担保的方式为他
申请了 30 万元 2 年期农户贷款，资金
难题迎刃而解。“自 5A 级景区创建以
来，云和梯田已辐射带动县域近三分之
一的南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惠及2万
余人。”云和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截至10月末，农行浙江省分
行乡村建设类贷款总量达 2358 亿元，
位居系统第一。

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畅通城乡融合路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畅通城乡融合路

农行“惠农e贷”大力支持安吉县白茶产业发展。

农行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了解花农金融需求。

农行客户经理深入种粮大户承包稻田，了解水稻收成情况。

农行浙江省分行已累计发

放“惠农e贷”3562亿元，惠及

农 户 51.7 万 户 ，贷 款 余 额

926亿元，比年初新增185亿
元，总量、增量连续六年居系
统首位。

数读农行

数据截至10月末

农行浙江省分行“三
农 ”贷 款 投 放 总 量 达

8794 亿元，今年前 10 个

月新增1258亿元，总量
和增量均居可比同业
第一。

农行浙江省分行美丽城镇贷支持淳安威坪镇美丽城镇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