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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谋发展 勇毅前行谱新篇
——农行亳州分行行长许庆礼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农业银行是怎样通过服务乡村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日前，农行亳州分行行长许庆礼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给予了详细介绍。

聚焦服务“三农”活水浇灌乡村
问：围绕服务“三农”，农行亳州分行开展了哪些活
动？成效如何？
许庆礼：我行始终秉承服务“三农”的理念，不忘“农
行为农”的初心，积极落实服务“三农”，把促进“三农”业
务发展作为业务转型发展着眼点和立足点，把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作为首要责任，深入开展金融支持“千乡万村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专项行动，以服务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重点。农行亳州分行先后
与亳州市政府、蒙城县政府、利辛县政府签订乡村振兴战
略合作协议，制定进村入户和党建共建方案，组建 54 支
党员先锋队，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进村入户主动对接主办
乡镇内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开展信息采集和农户建档，逐步扩大农户贷款
服务覆盖面。截至 9 月末，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152
户，贷款余额 15.6 亿元，较年初增加 3.56 亿元，全辖 79 个
乡镇已全部完成对接，其中农户建档 2.04 万户，农户贷款
余额 23.34 亿元，本年累计发放农户贷款 3.98 万笔、金额
32.16 亿元、较年初增加 7.9 亿元。

聚焦重点领域 扩大信贷投放
问：重点领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农行在这一领
域通过扩大信贷投放取得了显著成效，请简要介绍一下
这方面情况？
许庆礼：为了加大乡村振兴产业信贷支持力度，亳州
分行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服务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尤其
是县域承接的产业转移项目和当地支柱产业，
支持并发放
了蒙城县皖蔬现代产业园项目 1.6 亿元、
安徽禾丰食品年屠
宰 100 万头生猪及 12 万吨肉制品深加工与冷链物流产业化
0.7 亿元，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 10.13 亿元，优先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持续强化对粮食种植、
生产、流通等领域金融服务，加大种业企业营销对接力
度，为种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截至 9 月末，全行乡村产业贷款余额 32.22 亿元，较年
初增加 5.52 亿元，增速 20.78%；粮食安全领域贷款余额
3.82 亿元，较年初增加 0.77 亿元，增速 25.24%；种业贷款
余额 7458 万元，较年初增加 4832 万元，增速 184%。截至
9 月末，农行亳州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221.22 亿元，同比增
幅 17.24%；农村基础设施贷款余额 43.28 亿元，较年初增
加 19.64 亿 元 ，增 速 83.12% ；乡 村 建 设 贷 款 余 额 33.31 亿
元，较上年增加 16.21 亿元，增速 94.7%。
同时，我们持续做好普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我们
组建了 14 支“普惠金融党员先锋队”，加强银政企对接，
深入落实为企纾困“五进”工作，充分发挥农行“抵押 e
贷”
“ 园区贷”
“ 链捷贷”
“ 续捷 e 贷”等特色产品优势，全力
推进普惠金融业务持续、快速、稳健发展。截至 9 月末，普
惠法人贷款余额 11.66 亿元，较上年增加 4.65 亿元，完成省
行计划的 126%，全省排名第二；普惠法人有贷客户数 942
户，较上年增加 367 户，完成省行计划的 129%；为小微企业
累计投放贷款金额 41.98 亿元。主动对接续贷需求，持续
减轻企业还贷压力，普惠型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累放金
额 1.27 亿元，全省排名第五。在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绿色信贷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制造业贷款及中长期
贷款总量和占比。截至今年 9 月末，全行制造业贷款余
额 19.07 亿元，增速 90.3%，连续两年增速超 60%。
在加快基础设施重点领域信贷投放方面，我行围绕
区域发展，建立了金融服务实体营销保障团队。加大对
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
围绕民生改善，大力支持安居工程、垃圾污水治理等民生
项目。截至 9 月末，累计投放亳蒙高速、徐淮阜高速、协
和谯北风电场、蒙城县水环境综合治理等 17 个重大项目
贷款，金额 27 亿元。

农行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许庆礼（右二）带领党员先锋队员走访乡村种植菊花基地

聚焦创新发展 提升服务能力
问：近年来，农行亳州分行大胆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不断提升，在群众中间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请介绍一
下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许庆礼：我行加强与省普惠担保公司业务合作，在蒙
城县创新开办“红色信 e 贷”
“ 园区贷”等业务，加大对蒙
城县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支持力度，已累计
向蒙城县戴尧村振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 18 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户等发放 1450 万元“红色信 e 贷”，14 户
“园区贷”，金额 8200 万元。同时，我们创新开办了“粮
食贷”产品。为支持种粮大户、粮食购销大户等夏粮收
购工作，自 5 月份以来，积极与亳州市融资担保公司创
新开展“粮食贷”业务，通过提升额度、优化流程、降
低费率等方式，支持粮食产业发展，截至 9 月末累计授
信 19 户，金额 1845 万元。
此外，我们还与市、县融资担保公司探索批量担保模
式，通过采取我行支付担保费，为 10 万元以上的农户贷款
客户批量担保，降低农户贷款风险。目前已与亳州市融资

担保公司和蒙城、利辛、涡阳 3 家县融资担保公司签订批
量担保合同协议，成功为 1869 户农户提供 37182.8 万元授
信金额承保。重点推广“金穗普惠贷”，全面对接“专精特
新”
“ 科创企业”等国家和各地出台的产业集群培育清单，
紧跟优势产业集群，制定产业集群金融服务方案，强化先
进产业集群的批量营销、批量服务。截至 9 月末，已对其
中 27 户白名单企业放款 1.63 亿元。
今年以来，我行还创新推出了“古井 e 贷”
“ 烟商 e 贷”
等特色经营场景类线上信贷产品，解决了个体工商户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通过强化线上信贷产品推广营销，实现
客户、信息、政策等共享，形成营销合力。尤其强化对专
业市场个体工商户的支持，重点支持康美专业市场内个体
工商户经营需求，积极落实人行及市场监管局“贷动小生
意，服务大民生”专项活动，组织宣传普惠金融支持政策，
提供切合需求的金融产品。截至 9 月末，全行个人经营贷
款 余 额 5.08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1.45 亿 元 ，累 计 投 放 1333
笔，金额 5 亿元。

聚焦稳经济 纾困措施落地见效
问：为了稳经济，农行采取了哪些纾困措施？
许庆礼：我行深入开展金融服务普惠民生“我为群众
办实事”专项行动，提前梳理到期客户清单，逐户上门开
展无还本政策宣传，发放明白纸、签订业务告知书，确保
存量客户宣传推广全覆盖。对有延期还本付息需求的贷
款客户，优先通过“续捷 e 贷”提供无还本续贷服务，竭力
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 9 月末，已为 19 户企业提供无还本
续贷 1.27 亿元。
为了有效控制企业金融成本，我行按照监管部门和上

级行的要求，依照“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
则，多渠道降低利率。在省分行授权范围内，对企业实行
最优惠利率，严格执行“七不准”“四公开”要求，坚决
落实“两禁两限”规定，加大制造业企业服务收费减让
力度，直接让利于企业。2022 年以来投放的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贷款平均执行利率 3.89%，较年初下降 87 个
BP，通过减免企业评估手续费、抵押登记手续、账户开
户费、账户管理费、降低利率等方式主动为企业减费让
利 3365.62 万元。

启航新征程 贡献更多农行力量

主动担当作为
服务亳州发展
——我市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纪实报道之四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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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银行业协会 亳州保险行业协会

问：今年以来，农行亳州分行的各项业务交出了一份
怎样的答卷？
许庆礼：今年以来，农行亳州分行始终牢记自身是“党
的银行 国家的银行 人民的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稳经济大盘各项决策部署，紧跟亳州市“六一战略”，
围绕监管部门工作要求，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
度，畅通金融血脉，实现了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共发展。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全行各项贷款余额 332.25 亿元，较上

年净增 55.46 亿元，增速 20.03%。
问：新征程上，农行亳州分行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方
面有什么打算？
许庆礼：新征程上，农行亳州分行将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指引，以更大力度服务实体经济、更广领域助力乡村
振兴、更实举措赋能智慧城市发展，为美好亳州发展贡献
更多农行力量。
（刘景侠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