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重庆市

分行获评重庆市银

行业 2018 年“年度

最具社会责任金融

机构奖”和“年度社

会 责 任 精 准 脱 贫

奖”两项殊荣，这是

该行连续 3 年获得

这两个奖项，充分

彰显了该行在履行

社会责任方面取得

的突出成绩。

据了解，近年

来，农发行重庆市

分行作为重庆市唯

一的一家农业政策

性银行，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总要求，

以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抓手，在深

入贯彻落实总行党

委 各 项 工 作 部 署

中，勇于担当，主动

作为，全力服务地

方“三农”发展，各

项工作呈现稳中有

进、进中向好、好中

提质。

坚持党建统领 强化社会责任担当

2018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
市分行秉承家国情怀，强化政治担
当，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工作，不断强
化责任落实，增添落实社会责任的具
体举措办法，在社会责任理念、社会
责任战略规划、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社会责任绩效管
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方面不断加
大落实力度。

在战略上，坚持站在全局的高度
来做好局部工作，坚决落实总行“一
二三四五六”总战略，坚持“稳中求

进”总基调，以党建统领全局、以服务
脱贫攻坚统领信贷支农工作，实施

“党建统领、信贷带动、管理强行、人
才兴行”分战略。

在策略上，以支持乡村振兴为
纲，以“全力服务粮食安全战略、全力
服务脱贫攻坚战略、全力服务城乡融
合发展、全力服务农业现代化、全力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五个全力服务为
目，突出打好“扶贫、公路、棚改、绿色
金融”四张牌，用好“扶贫过桥贷款、
创建省级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

区”两个抓手。将渝东北、渝东南贫
困地区作为服务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将渝西、主城片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
主阵地。

在措施上，为推动乡村振兴和长
江经济带国家政策、重庆规划的有效
衔接，积极探索符合重庆实际的支农
模式，加强与市交委、建委、农委、水
利、财政部门、市级公司的对接，精准
支持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组织开展
了为期100天服务乡村振兴、支持长
江经济带建设的大调研、大对接、大

宣传“三大集中行动”。对接全市3年
内拟实施的项目 274 个、贷款需求
1492亿元，为更好履行职责打下了坚
实基础。大力推进农发行总行与市
政府《战略合作协议》和《共创省级政
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合作协议》
的落实，全力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和脱贫攻坚。2018 年累放贷款超
300亿元，贷款净增额、扶贫实验示范
区贷款投放额、精准扶贫贷款投放额
均超百亿元。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深学笃用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及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贯彻总行和市委、市政府关
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市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责，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瞄准“两不愁、三保障”，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围绕产业扶贫重点发力。
2016年以来，累计向贫困区县投放各
类贷款674.13 亿元（含重点建设基
金），其中：投放精准扶贫贷款470.26
亿元。2018年向全市18个贫困区县

投放贷款154.06亿元，向18个深度
贫困乡镇审批贷款32.08亿元，投放
23.47亿元。年末该行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占全市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
份额的43%。

强化以服务脱贫攻坚统领信贷
支农全局的战略定位。明确扶贫业
务发展策略。靶向施策服务脱贫攻
坚，在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支行均成
立了扶贫金融事业部，2016年以来
每年召开脱贫攻坚工作大会，传达贯
彻了总行和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当年脱贫攻坚工作。
18个贫困区县分支行向市分行党委
签订了服务脱贫攻坚责任书。连续
开展了“服务脱贫攻坚决胜年”“服务
脱贫攻坚深化年”“服务脱贫攻坚决
战年”活动，并逐年制定活动方案，从
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工作措施及活
动安排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将精
准扶贫任务分配到机关各处室，纵向
分配到各行。

聚合各种资源向脱贫攻坚倾斜。
积极创建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
区。该行2018年向实验示范区投放
各类贷款110.27亿元，占贫困区县全
部贷款投放金额的71.58%，信贷资源
向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倾斜得
到充分体现。推动专项扶贫贷款取得
新突破。2018年投放专项扶贫贷款

34.61亿元，专项扶贫贷款余额67.3亿
元，比年初增加 27.17 亿元，增幅
67.7%。全力支持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贫困村提升工程等专项行动，聚合
各种资源服务脱贫攻坚。从人、财、物
上向贫困地区分支机构倾斜，实行办
贷优先、利率优惠、期限延长、规模保
障。新增信贷规模优先满足贫困区县
和深度贫困地区。助力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2018年末，该行“万企帮万村”贷款企
业为4户，贷款余额为1.05亿元。做
好对口帮扶。该行向3个深度贫困乡
镇和困难群众捐赠资金65万元。辖
内各分支行对口帮扶贫困村19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388户，向贫困村派驻
村第一书记9人。并按照当地党委政
府安排，开展实地帮扶和慰问，宣讲金
融知识和扶贫政策，制定脱贫规划。
2018年，奉节县支行被农发行总行评
为2016-2017年度脱贫攻坚先进单
位，开州、巫山、彭水3个支行被当地党
委政府评为扶贫先进集体。

重点支持脱贫攻坚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突出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2018年，该行累计投放各
类贷款25.47亿元，支持城口、巫溪、
酉阳、彭水4个省定深度贫困区县发
展，深度贫困区县贷款余额均位于当
地金融机构前列。深入对接全市18

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规划，支持
深度贫困乡镇路网、水利、人居环境
改善等基础设施项目和教育、卫生等
公共服务项目及时启动，累计投放贫
困村提升工程贷款4.09亿元，深度贫
困乡镇贫困村提升工程贷款余额已
达18.29亿元。继续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积极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搬迁，积极支持同步搬迁人口，贷
款余额61.5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全市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顺利推进。大
力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2018年，
该行累计投放产业精准扶贫贷款
15.95亿元，年末产业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27.75亿元，增幅91.12%。该行
支持石柱县泽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在中益乡发展1.2万余亩中药
材，带动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实
现脱贫摘帽，将产业扶贫惠及民生落
到了实处。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投放项目精准扶贫贷款
77.27亿元，支持了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棚户区改造、农村水网、“四好”农
村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支持教育扶贫。坚持扶贫与扶
智扶志相结合，着力解决贫困区县教
育资源短缺、入学难、学校分布不均
等问题，投放贷款0.8亿元，贷款余额
3.62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幼儿园及中
小学建设。

坚持服务重大战略 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农发行重庆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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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八项战
略行动计划”，主动提升站位，
以助推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提
升为己任，优先支持绿色信贷，
积极支持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始终将粮棉油信贷工作作为立
行之本、发展之基、重中之重，
全力保障中央及地方粮油的增
储和轮换任务，加大对粮食多
元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加强
与市财政、商委建立地方储备
粮管理工作联席制度。规范储
备粮油异地库存和委托代储管
理。2018年该行支持的收购
量占重庆地区粮食市场收购量
的 58.60%，较上年提高 18.69
个百分点，切实履行了粮食收
储主导银行职能作用。

着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该行与市交委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重点支持四好农村路建
设。围绕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大力支持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年末农业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余
额超千亿元。其中，支持绿色
信贷项目 46 个，贷款余额
109.57 亿 元 ，占 全 部 贷 款 比 例 的
8.96%。根据可测算的指标，该行支持的
绿色信贷项目2018年贷款所形成的节
水量为90.63万吨。

创新支持农业现代化。2018年，该
行投放贷款22.70亿元，支持忠县国家级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荣昌区国家森林
城市建设、丰都县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
经营等项目，创新支农贷款品种，有力地
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审批贷款3.6
亿元支持石柱县中益乡康养旅游综合体
建设项目，在金融支持农村“三变”模式
上取得新突破。

全面落实普惠金融要求。积极服务
小微和民营经济。充分履行政策性银行
对企业的优惠和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责
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公益性强、属
于国家重大战略的贷款项目及国家指定
贷款执行优惠利率。对贫困区县扶贫项
目贷款，执行优惠利率，特别是支持深度
贫困乡镇脱贫攻坚贷款，执行基准利率
下浮15%。2018年，该行发放贷款中，
采用优惠利率的精准扶贫和PSL类贷款
占比50.12%，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大
大低于全市各项贷款平均利率，每年为
客户节约融资成本20多亿元。

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该行制定《财
会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手册》，统一网点柜
面业务办理标准。注重特殊群体服务，
在营业场所均配备有老花眼镜、放大镜
等便民设备。组织开展“3.15金融消费
者权益日”“守住钱袋子”“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金融知识万里行”“金融知识
普及月”等金融宣传活动，全行累计开展
各类户外宣传 274 次，发放宣传资料
11.55万份，受众9.35万人次。该行被重
庆银保监局评为“2018年金融知识普及
月”活动先进集体，重庆银行业协会“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最佳组织”。同
时，组织员工广泛开展捐资助残、低碳环
保、岗位践行、学雷锋、送爱心、植树造林
等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捐款29.04万元。

展望未来，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将围
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
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
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
要指示要求，坚定“支农为国、立行为民”
使命和“执行国家意志、服务‘三农’需
求、遵循银行规律”的办行理念，秉持“家
国情怀、专业素养”的职业精神，努力铸
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服务乡村振兴的
银行”品牌形象，朝着“建设现代化高质
量发展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愿景大踏
步迈进，续写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

“上游篇章”。

邓锋 刘贵凤
图片由农发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贷款支持的丰都南天湖旅游扶贫项目

2018年，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在5
个方面取得了新成效。一是支农力
度不断加强。聚焦主责主业，求实创
新，服务乡村振兴有了新突破。全年
累放贷款315.45亿元，年末各项贷款
余额1223.42亿元，比年初增加110
亿元，较年初增长9.88%。二是扶贫
成效更加凸显。年末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465.96亿元，占重庆市金融同业
将近一半，余额和占比均居全市金融
机构第一。扶贫主力银行品牌地位
进一步强化。三是管理基础有效夯
实。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有效整改。
不良贷款占比趋近于零。被农发行
总行评为信贷管理一类行、风险管理
工作先进单位，内控评价连续3年被

评为一类行。四是党的建设取得新
成效。坚持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发展，创新实施“四工程、十抓
手”国有金融企业党建工作法，创建
特色党支部，基层党建基础有效夯
实，在全国金融系统党建创新成果微
视频展示活动中，被评为“优秀提名
案例”。五是社会影响持续提升。农

发行总行与市政府签订《服务乡村振
兴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市领导多次对该行工作作出重
要批示、给予肯定。被市政府表彰为
2017年度“金融贡献优秀单位”。连
续多年被重庆银保监局评为案件防
控“绿牌”单位。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信贷支持梁平农村公路建设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支持的黔江老窖溪水库荣获水利工程“大禹奖”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信贷支持忠县田园综合体项目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信贷支持石柱县泽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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