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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王宝荣摄影报道
近日，榆林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靖边县
管理部、长安银行靖边县支行与邮储
银行靖边县支行在龙州镇老支书度假
山庄共同举办银政联谊活动。

活动在热身广播体操中拉开帷
幕，随后进行了多人跳绳、单人跳绳、
踢毽子、组合团队、接力袋鼠、海底捞
月、拔河等趣味比赛。参赛队员团结
协作、凝心聚力，充分展现了各单位的
团队精神。

活动结束后举行了简短的颁奖仪
式。大家纷纷表示，在锻炼身体、愉悦
身心的同时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图为拔河比赛现场。

银政联谊

中国人民银行5月6日对外宣布，从
5月15日开始，将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
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
金率。此次调整出于哪些考虑？如何操
作？又将怎样支持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
本？对此，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作出相
关回应。

据介绍，此次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的对象是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
行，约有1000家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
行可以享受该优惠政策，将释放长期资金
约2800亿元，并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
微企业贷款。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定向
降准着眼于建立政策框架，是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处理好总量和结
构的关系，用改革的办法优化金融供给结
构和信贷资金配置，支持中小银行更好地
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抓
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
率的政策框架，针对融资难融资贵主要集
中在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问题，要将释放的
增量资金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一般来说，服务县域的金融机构必然
具有普惠性质。目前我国的农村商业银
行绝大多数是服务县域的中小金融机构，
主要是扎根基层，服务普惠金融。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调
整聚焦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
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
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
对其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将明
显增强服务县域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
促进其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支持民营
和小微企业发展。

为稳妥有序释放资金，确保用于扩大
普惠信贷投放，人民银行决定，此次存款
准备金率调整将于5月15日、6月17日和
7月15日分三次实施到位。

目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基准
档次大体可分为三档：大型商业银行为
13.5%、中小型商业银行为11.5%、县域农
村金融机构为8%。其中农信社等执行较
低一档的存款准备金率，部分农商行执行
与股份制银行相同的中间档存款准备金
率，另一部分农商行则执行略低于中间档
的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调整后，服务县域的农商行标
准明确为：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
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
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符合这一条件
的农商行均可与农信社并档，执行相同
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而简并了存款准备
金率档次。

“由此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形成
更加清晰、简明的‘三档两优’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金融机构
系统重要性程度、机构性质、服务定位等，
针对大型银行、中型银行、服务县域的银
行分别执行三个基准档存款准备金率；在

此基础上，对达到相关考核标准的银行推
出两项存款准备金率优惠。

据介绍，大型银行和中型银行达到普
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考核标准的，可享受
0.5个或1.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优
惠。服务县域的银行达到新增存款一定
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标准的，可享受1
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优惠。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享受
“两优”后，金融机构实际的存款准备金
率水平要比基准档更低一些。不过，考
虑到服务县域的银行作为普惠金融机构
已经享受了第三档的较低存款准备金
率，因此其不再享受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考核的优惠。

人民银行表示，“三档两优”存款准备
金制度框架兼顾了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
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小微企业，有利于
优化结构。此次进一步梳理“三档两优”
框架，更加简化了政策体系，对金融机构
的引导作用更明确，操作性更强。

下沉服务重心
普惠“三农”发展

佳县农商银行充分发挥网点遍布城
乡和人熟、地熟、情况熟的资源优势，持续
下沉工作重心，不断加强“双基联动”和

“整村推进”工作，大力开展“送金融知识
下乡”宣传活动，因地制宜推出农户小额
信用贷款，无需担保，只需完成建档评级、

授信等程序，在授信范围内采取“一次核
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授
信和用信管理模式，有效解决农户“贷款
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在精耕细作
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019年3月末，该行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整村推进213个行政村，共建档46163
户，其中有效户2784户，评级2784户；授
信2447户，用信776户，共发放农户小额
信用贷款1211户，余额8169万元，有效
促进了农村地区信用环境持续改善，让广
大农户充分享受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服
务优良的金融服务。

强化社会责任
普惠精准扶贫

佳县农商银行不断拓展金融扶贫广
度和深度，组建专职的驻村工作队长期
入驻佳芦镇雷家老庄村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并按照各营业网点所在乡镇划分，共
计结对帮扶贫困户500余户，每月至少
深入贫困户家中2次，细致了解帮扶对象
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做到扶贫到村、帮扶
到户，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帮扶
措施。

同时，该行将“双基联动”与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相结合，通过“5321”（单户贷款
金额不超5万元，期限不超3年，免担保免
抵押，一律执行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的模式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切实解决贫困
户发家致富的资金难题。

截至2019年3月末，该行累计发放扶
贫贴息贷款997户，余额3717万元，通过
信贷资金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有效强化
金融扶贫的“造血”功能，为乡村振兴注入
金融活水。

推广科技金融
普惠城乡居民

佳县农商银行积极响应银监会、人民
银行关于实施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村村
通”的号召，积极推广陕西信合金融e站，
持续加大自助存取款机、助农POS机、助
农E终端等自助机具在偏远乡镇的布放
率，并充分利用微信平台、朋友圈、宣传折
页等多种方式，着力做好网上银行、互联
网数字银行、云闪付、聚合支付等电子银
行业务的推广和使用，着力构建“实体网
点+自助机具+电子银行”三位一体的普
惠金融服务网络，有效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截至2019年3月末，该行在全辖开设

营业网点19个，累计发放银行卡146376
张；为辖内客户开通网上银行7892户，互
联网数字银行16688户；布放自助设备20
台；布放各类POS机35台；布放助农E终
端29台，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
务，让全辖12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324个

行政村的城乡居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零
距离”现代化金融服务。

创新金融产品
普惠地方经济

为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资金需求，佳
县农商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信贷产品，针
对公职人员家庭消费产生的信贷需求，
推出“工薪贷”和“家福贷”；针对高等学
校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产
生的信贷需求，推出“助学贷”；针对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
信贷需求，推出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
主贷款等。

该行还积极顺应“互联网+”发展趋
势，以网上银行、互联网数字银行为依托，
实现贷款24小时线上线下受理，打破传
统申贷模式，有效提高了申贷、办贷效
率。同时，大力气降低企业获贷难度和成
本，通过优化办贷流程和手续、缩短审贷
时间、降低利率水平等一系列措施，有效
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短、频、急”的
融资难题，为县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2019年 3月末，该行共计发放
“工薪贷”316笔，余额5020万元；“家福
贷”60笔，余额979万元；个体工商户及小
微企业主贷款156户，余额2184万元；小
微企业贷款12户，余额2162万元。

农业银行加大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

记者从中国农业银行获悉，农行加大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力度。今年一季
度，农业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信用业务笔数、
客户数量、审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56%、
350%、345%。

农业银行表示，近年来加大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及新旧动能转换行业的研究，深入了
解相关客户经营模式、风险特征，对不同类型
客户设计差异化信贷方案，强化关键环节风
险防控。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总投
资较大、进口设备数量较多等特点，根据客户
实际需求在项目建设期匹配贸易融资贷款、
信用证、保函、分行代客资金交易等业务品
种，并通过参与银团分散风险。

据了解，为进一步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
信用审查要点和重点，农业银行组织开展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后评价工作。通过对已审批
信用业务的企业实地回访，提出信用审查和
信贷管理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据新华社）

农发行在上交所成功
首发100亿元金融债券

记者5月9日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
到，农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公开招标
方式成功发行100亿元金融债券。这是农发
行继去年1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发金融
债券之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发金融债券，
完成了对交易所市场的全覆盖。

据了解，本次农发行发行的债券1年期
50亿元，发行利率2.63%，低于前一日中债同
期限债券估值25个基点，获得7.5倍认购倍
率；3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3.28%，低于前
一日中债同期限债券估值15个基点，获得
6.7倍认购倍率。

农发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农发行将
持续以银行间市场为主体，积极拓宽交易所和
柜台市场发行渠道，加强境外市场筹资和交流
力度，以农发债为载体，引导境内外资金回流

“三农”领域，促进资本市场与农业产业相融
合，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农发行已累计发行
境内人民币债券1160期、共83321.6亿元，
境外人民币债券10期、共122亿元，全部债
券余额42357.4亿元。 （据新华社）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佳县农商银行

做深做细做实普惠金融
本报通讯员 白永刚

近年来，佳县农商银行坚

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工作

总基调，立足“支农、支小、支

实”的战略定位，持续发展壮

大基础和经营实力，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不断提升普惠金融

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充分发挥了地方金融主力军

作用。

截至2019年3月末，该行

各项存款余额 203283 万元，

占全县金融机构的 42.49%；

各项贷款余额 136464 万元，

占全县金融机构的 85.97%；

存、贷款市场份额稳居县域金

融机构首位，为县域经济注入

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