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3 日，在中国农村金融
杂志社2022年发展年会上传来喜
讯 ，南 昌 农 商 银 行 荣 获

“2020-2021年度全国农信系统县
市级宣传标杆单位”荣誉称号。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
新要求，提升新闻宣传“软实力”，
推动宣传工作不断走向新阶段，
南昌农商银行充分发挥报纸、电
视、电台等传统媒体和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宣传
平台作用，在全行范围内挖掘宣

传素材，采取图文或微视频等方
式，全方位、高质量开展宣传。

2020 年以来，南昌农商银行
全面做好金融助力复工复产、创
新创业宣传，展现金融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成效，彰显省会城市农
商银行责任担当。同时，南昌农
商银行连续多年在全省农商银行
系统内被评为“信息宣传优胜单
位”，为该行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服务及良好
的舆论环境。 （郑洁）

南昌农商银行
获评“农信系统县市级宣传标杆单位”

为进一步净化人民币流通环
境，有效提升社会公众反假人民
币意识，工行南昌分行根据人行
南昌中心反假宣传月方案要求，
紧紧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以

“人民币发行为人民”为理念，以
“宣传、培训、服务”为重点，有计
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组织全辖营
业网点开展反假货币工作。

本次反假币宣传月活动开展
的有声、有色、有趣、有声势、有效
果。加强反假货币服务与柜台反

假宣传相接合，所有网点均设立
专门咨询台并安排专人负责，做
好宣传工作。通过在网点厅堂摆
放宣传折页、宣传资料、张贴海
报、网点大厅电视反复播放人行
南昌中支制作的“第一张假币”宣
传视频，营造网点内活动宣传氛
围，积极向广大客户宣传新版人
民币防伪特征和货币反假知识，
引导客户参加“2021 年反假货币
知识网络答题”人数达1万余次。

（袁芳）

工行南昌分行
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

2021年，在16.69万平方公里
的赣鄱红土地上，江西省农村信
用社（农商银行）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整整第70个年头。

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从积贫积弱的信用合作组织到发
展成为全省机构网点最多、客户
资源最广、业务规模和纳税贡献
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办社
时的几名员工到发展成为今天拥
有25000多名员工、资产总额突破
1.1万亿元、存贷款总额超1.6万亿
元的“金融赣军”龙头银行，全省
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汇入时代
洪流，把金融实践写在赣鄱大地
深处，将金融服务送到赣鄱百姓
身边，铺展出一幅与地方经济共
生共荣、同频共振的精彩画卷。

坚守：做“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

农村信用社，因农而生，因农
而兴，因农而强。为“三农”服务
是农村信用社与生俱来的使命。
1951 年建社初期，全省农村信用
社和农村高利贷作斗争，积极发
放低利率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

1954 年，全省农村信用社各
项贷款余额 476 万元；1979 年，
6516万元；1996年，107亿元；2004
年，354 亿元；2016 年 3962 亿元；
2021 年 1 月至 9 月末，7258 亿元
……数字指数级刷新的背后，是
全省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践行

“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责任担
当，坚守“立足本土、服务社区、支
农支小”的市场定位，资金全部来
自江西、贷款全部用于江西，为地
方经济发展源源不断输送金融

“活水”的印证。
70年来，服务实体经济的本

色越来越亮——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

占全省金融机构20%左右的资金
来源，发放了占全省50%以上的农
户贷款、25%左右的涉农贷款和小
微企业贷款。大力实施减费让
利，“十三五”时期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下降67个基点。特别
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
害，严格落实金融纾困惠企政策，
疫情以来累计对 5.2 万户客户、
891.3亿元贷款实施了延期还本付
息，对10.7万户、706.9亿元贷款实
施了无还本续贷，做到了客户融
资周转“无缝衔接”，有力服务了

“六稳”“六保”大局。
70年来，服务美好生活的底

色越来越浓——
在全国率先试点推广并全面

提升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让农
民贷款不难；发放470亿元精准扶
贫贷款，支持 60 余万户贫困户脱
贫；坚持资源优先安排、贷款优先
发放、服务优先满足，2018 年以
来，累放 5000 多亿元乡村振兴贷
款，“十四五”时期计划再投放1万
亿元以上，助力打造新时代“五
美”乡村；创新推出百福惠农网
贷、惠农易贷、居民网贷、居民易
贷等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系列信贷
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金融需求。
70年来，金融惠民利民的成

色越来越足——
践行普惠金融，着力提升欠

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基础金融
服务可得性，率先消除了乡镇金
融服务空白点，在全省设立了
2300多个营业网点、1.4万个农村
金融服务便民站，实现“基础金融
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服务不出
镇”，金融服务网络已经延伸到城
乡居民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
在全国率先推出“惠农一卡通”代
理财政惠农资金服务，连续 15 年
免费代发各类财政惠农资金，惠
及全省近800万农户。

嬗变：创新发展走在前列

70 年，沧海桑田。全省农村
信用社（农商银行）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的 70 年，也是自身创新发展
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70年。

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
领导，把党的建设要求写入江西
省农商银行章程，实现“党建入
章”全覆盖；实现网点党员全覆
盖和党的基层组织网点全覆盖；
建立了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

委巡察工作机制，实现常规巡察
全覆盖；积极探索金融党建工作
的新思路新举措，实行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双线千分制考核，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了行业高
质量发展。

改革活力奔涌迸发：坚持以
改革换空间，特别是作为全国首
批8 个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
省份之一，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履行对全省
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管理、指
导、协调、服务”的职能，坚定改革
决心，加快改革步伐，2008 年底，
全省农村信用社以县（市、区）为
单位的统一法人产权改革全面完
成；2015 年底，率先建立跨区域、
全垂直的“一部六中心”行业审计
体系；2016年底，全省86家农合机
构全面完成农商银行改制，成为
全国第5 个全面完成农商银行改
制的省份；2017年底，全省86家农
商银行股权在“新四板”市场全面
完成集中登记托管……各项创新
工作走在全国农信社系统前列，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中国银保
监会对省级联社的履职评价中跻
身全国第3位。

发展实力赶超跨越：1988 年
首次实现社社盈余；2009 年彻底
摘掉当年亏损和历年亏损“两顶
帽子”；自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成立后，以每 4 年再造一个更大
规模、更高质量省级金融机构的

“加速度”迈入发展快车道，存贷
款总额从 1954 年的 734 万元跃
升至如今的 1.6 万亿元，资产总
额突破 1.1 万亿元，均实现了“万
亿级”增长，业务规模自 2008 年
起连续 13 年稳居全省金融机构
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赣
军”龙头银行。

（江商航）

扎根红土地 开出金融花
——全省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70年纪实

2004年5月26日，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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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bchina.com

大行德广 伴您成长

客户服务热线：95588
网址：www.95588.com

您身边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6268
网址：www.jxnxs.com

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

手握手的承诺 心贴心的服务

作为江西省唯一一家省级法
人银行，江西银行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把
绿色金融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方
向，坚持做绿色金融的引领者，不
断创新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加快
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助力江
西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
山“成色”更足。

释放绿水青山的价值红利

江西生态资源丰富，是南方重
点集体林区，集体林分山到户率达
82.5%，但受林权评估难、不良率偏
高及林农林权碎片化、有效抵押物
不足等诸多因素影响，林权抵押贷
业务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江西省按照“统一
平台、数据建库、政银协同、名单管
理”的思路，建立了全省统一的“赣
林贷”服务平台。2021 年 4 月 22
日，江西银行率先入驻江西省林业
金融服务平台，并将林权抵押贷款
业务在“赣林贷”服务平台进行展
示，进一步拓宽了线上获客渠道。
同时，该行还积极与省林业经济服
务发展中心对接，获取林企及林权
信息，进行线下精准营销。

得益于信用评价体系及营销模
式的优化，江西银行不久便成功“牵
手”吉安市永新县一重点林场。该林
场森林资源丰富，经营总面积超25万
亩，却在苗木培育、森林营造、森林抚
育等方面存在资金缺口。短短一周

时间，江西银行就解决了部分林权存
在纠纷等困难，彰显了扎实的专业能
力，体现了“江行速度”。当地客户称
赞江西银行“金融产品丰富、服务好，
放款快，利息低”。

助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今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正式上线交易。金融机构以生
态环境部门核发的碳排放权配额为
质押，为企业发放贷款，可有效帮助
企业盘活碳配额资产、降低授信门
槛，解决节能减排企业担保难、融资
难问题，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在
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之间的联通作
用，引导实体经济绿色发展。

江西银行作为省字头银行，积

极扛起助力省域发展之责，创新举
措，先行先试开展碳排放配额质押
业务。通过积极对接已获碳排放权
配额的企业，江西银行了解到某集
团具有节能水平高、生产工艺好等
特点，集团碳排放配额出现富余，但
因其业务扩大出现资金需求。

江西银行针对该集团节余碳排
放配额，制定了以碳排放配额质押
进行融资支持的服务方案，并在中
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的
指导和推动下，成功办理了碳
排放配额贷款业务的质押登
记，有效盘活了企业的碳排放
配额资产，推动企业绿色转
型，助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索“江西方案”。

未来，江西银行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奋力当好“金融赣军排头
兵”，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努力打造绿色生态的价
值“转化器”，锐意改革创新，将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
金融力量。

（齐辉周逸飞）

江西银行：金融助力擦亮生态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