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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发放贷款不少于5000亿元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与抚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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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

手握手的承诺 心贴心的服务

7月9日下午，江西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与抚州市人民政府在抚
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绿
色金融支持抚州市长江经济带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与长江经济带生
态文明建设。省政府党组成员、副
省长，抚州市委书记张鸿星，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孔发龙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抚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夏文勇主持签约
仪式；抚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谭小平，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
副书记、提名主任人选王东升代表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应勇
参加仪式。

张鸿星代表抚州市委、市政
府，对孔发龙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对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长期
以来给予抚州的关心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他指出，抚州是国家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试点市之
一。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抚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担当使命、先行先试，以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核心，积极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特别是
全面挖掘生态产品的金融属性，大
力探索创新绿色金融，加快推动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作为“江
西人民自己的银行”，一直以来，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带领全省农商
银行，切实担当“金融赣军”的主力
银行职责，大力支持抚州经济发
展，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深入
的合作。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是双方友谊的升华、合作的深化。
希望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进一步加大对抚州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业创新发展、
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
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强对抚州农
商银行改革创新的指导，在创新金
融产品、降低融资门槛、扩大贷款
规模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倾斜，为
抚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加
强劲的金融支撑，实现地方经济与
金融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孔发龙代表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党委，对抚州市委、市政府以
及各有关部门长期以来对农商银
行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他表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
重大改革任务。支持好、服务好、
保障好抚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意义深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将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新

的契机，带领全省农商银行充分发
挥本土银行网点分布最广泛、资金
实力最雄厚、支农支小最专注的优
势，持续加大有效信贷投放，确保

“十四五”时期抚州辖区农商银行
发放贷款不少于5000亿元，确保贷
款总量持续位于辖内金融机构首
位，全方位支持抚州经济社会发
展。同时，重点聚焦特色生态农
业、绿色工业、生态旅游业、
生态文化产业等领域，积极
推动生态产品变金融产品，
今后五年为抚州提供500亿
元以上资金，全面助力抚州

“两山”转化通道畅通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全力支持抚
州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
本着“互相支持、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的精
神，以碳达峰碳中和推动高

质量绿色发展为目标，围绕提升生
态农业品牌、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循
环利用、开展环境综合治理、推进
山水林田湖生态治理、积极支持生
态产品供给建设等五个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
养的全面小康新抚州、共绘新时代
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贡献力量。

（江商航）

近日，在第十届中国新型金融
机构论坛上传来喜讯，南昌农商银
行主发起的乐安洪都村镇银行喜获

“全国十佳普惠金融村镇银行”称
号，这是乐安洪都村镇银行首次获
此殊荣。

据悉，第十届中国新型金融机
构论坛是由金融时报社、中国新
型金融机构论坛组委会、阿尔山市
人民政府、兴安盟行署金融工作办
公室主办，论坛围绕扶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进行
研讨，各地金融监管部门、科研院
校专家学者、全国 100 余家农村商
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
金融科技涉农小微企业与媒体代
表共计 200 余人参会互动交流,旨
在树立服务乡村振兴、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等标杆银行，推进地方经
济发展。经专家评审组严格筛选、
逐级审定，南昌农商银行主发起的
乐安洪都村镇银行从全国众多参
选村镇银行中脱颖而出，最终荣
获这项全国奖项。

近年来，南昌农商银行不断提
升区域金融辐射能力，在上海市嘉
定区和江西吉安、共青城等地发起
设立了 7 家村镇银行，实现了跨区
域发展，在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
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自7家村镇银行开业
以来，累计发放贷款190余亿元，至
2021 年 6 月底，各项贷款余额 35.4
亿元。为促进当地实体经济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郑洁）

乐安洪都村镇银行
喜获“十佳普惠金融村镇银行”称号

南昌从来不缺英雄，前有
亲兄弟邓国荣邓国文抚河救
人，有生死瞬间老福山高架桥
上火海救人的许诺，有抬车救
人的农民工，有抗洪救灾中被
洪水卷走的年轻消防员等等。
为响应分行号召推进平安南
昌，弘扬英雄文化，传播社会正
气，近日，工行南昌分行号召弘
扬见义勇为精神，积极开展为
英雄募捐活动。

伊始，分行向全行员工传
达了《关于南昌分行全体员工
向南昌英雄基金捐款活动倡议
书》活动要求，鼓励全行员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推进“平安南昌”建设构建和谐
社会，弘扬英雄文化，传播社会

正气，体现工商银行大行社会
担当，为创建“英雄洪城 平安
南昌”作出应有的贡献。鼓励
员工积极同犯罪行为作坚决斗
争，既要有从善如流大爱情怀，
又要有见义勇为，勇于挺身而
出的牺牲精神，为见义勇为者
撑腰壮胆，危难面前敢于逆行，
工行员工即要有公民的匹夫责
任，更要有社会履职担当。

号召一发出，分行全体员
工积极捐款，支持见义勇为事
业，关爱见义勇为英雄，营造社
会正气、弘扬社会新风尚，让平
安的南昌更平安，和谐的南昌
更和谐，全体员工为见义勇为
英雄献上一份浓浓敬意。

（熊华玲）

工行南昌分行
开展为英雄慈善募捐活动

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
更多人道力量为国奉献、为民造
福，日前，中国红十字总会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突出
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
表彰。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工会委员会荣获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授予的“中国红十字会人
道勋章”，是全省唯一一家获此

殊荣的金融机构。
据了解，中国红十字人道勋

章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表彰单
位、个人对红十字人道公益事业
作出重大贡献的捐赠者而设置的
奖项，是中国人道公益事业的最
高荣誉。

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江西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在做好自身
防疫工作的同时，带领全省农商
银行迅速投身疫情防控，为疫情
防控企业提供了 120 多亿元的信
贷支持，动员组织广大干部员工
为抗疫一线累计捐赠了2368万元
疫情防控资金，并在自身防疫物

资紧张的情况下，筹集了 5 万只
医用口罩驰援湖北省联社和江西
对口支援的随州农商银行，为疫
情防控奉献爱心力量。江西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先后荣获“江西
最具爱心捐赠企业”“江西抗疫贡
献企业”“江西红十字博爱单位”
等荣誉称号。

（江商行）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工会委员会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人道勋章”

高站位推动
助力试验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未来五年，江西银行将对景
德镇给予不少于 200 亿元的信贷
投放，用于支持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打造对外
文化交流新平台。”江西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晓明在“省企入
景”助力试验区建设项目合作推进
会上表示。

长期以来，江西银行坚持深耕
景德镇市场，高协同融入试验区建
设，在推动景德镇社会经济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勇往直前。在 2015 年
吸收合并原景德镇市商业银行基
础上，先后投入 202.99 亿元全力支
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高站位助力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紧跟景德镇试验区“一轴一带，
五区多点”建设规划，江西银行主动对
接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尤其加大对景
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相
关项目贷款的支持力度，共对接试验
区建设项目152个，实现表内外信贷
投放累计75.32亿元。

高协同融入
支持试验区陶瓷产业新发展

打造一个“景德镇陶瓷产业融
资服务平台”、创新一个无抵押免
担保的陶瓷专属产品“江小陶”、建
立一个“陶瓷金融服务中心”……
围绕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试验区建设，江西银行切实践行

“昌南行动”，精准对接“景漂景归
增信扎根行动”，创新“平台+产品+
陶瓷中心”服务模式，全方位助力

陶瓷产业创新发展，为试验区建设
开创新局面注入“金融活血”。

构建“线上+线下”金融生态平
台。依托“数字政府+金融科技”，建
设“景德镇陶瓷产业融资服务平
台”，打造集“金融服务、政策扶持”
等功能于一体的金融生态，打通金
融业务全流程线上通道，提升景德
镇陶瓷产业金融支持粘性，助力陶
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中小微企业金融专属产
品。围绕“金融+文化”理念，深耕景
德镇陶瓷产业链上下游，实行“一链
一策”，为陶瓷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
主、个体工商户创新推出线上线下结
合的“江小陶”无抵押、免担保信用贷
款专属产品。通过线上审批贷款并
直接发放额度，为陶瓷行业客户提供
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 （金婉）

践行使命担当 深耕瓷都沃土
——江西银行全面助力景德镇国家级试验区建设

作为省级法人银行，江西
银行始终坚守政治定位和职责
使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要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
化交流新平台”的重要讲话精
神，响应省委省政府《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
施方案》、促进江西省14个省
级重点产业链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政策号召，积极行动、主
动作为，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
创新服务机制，倾斜资源投入，
提升服务质效，成为助推景德
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为推动
景德镇陶瓷文化焕发新生赋
能，为助力试验区建设贡献江
银智慧、江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