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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农业大省。江西农行金融精准
扶贫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扶贫模式、
扶贫特色产品等方面持续创新。截至 9月
末，该行扶贫贷款余额 127亿元，比年初增
长 42 亿元，其中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01 亿
元，较年初增长31亿元。

围绕银政合作，推出“扶贫通”。江西
农行积极争取与各级政府签订精准扶贫框
架合作协议，主动与农业、林业、扶贫、财
政等部门联系沟通，采取“银政合作+商业
运作”模式，创新推广“银政扶贫信贷通”
等扶贫产品，利用政府增信撬动信贷资
金。积极争取各级地方政府建立风险补偿
金等风险保障机制，推行“风险补偿金＋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户”“风险补偿金＋政府

担保公司＋农户”等多种有效组合担保新
模式，着力破解扶贫贷款风险高、担保难等
问题，大力扶持贫困户加快发展生产、尽早
脱贫致富。

突出产业扶贫，推出“产品箱”。结合
各地特色产业，江西农行按照“一县一策”
的要求，相继研发出了“油茶贷”“葡萄贷”

“茶叶贷”“毛竹贷”等一揽子特色农贷产
品，重点扶持一批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扶贫
创业致富带头人。截至 9月末，仅油茶、茶
叶、脐橙等特色农业产业农户贷款余额达
24.5 亿元。在担保方式上，探索以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机
具等抵押担保，大力争取政府、农业部门、
扶贫机构等担保方式。

着眼民生改善，推出“民生贷”。针对
深山区、地质灾害频发区贫困农户易地搬
迁和土坯房改造，开发了“苏区农房贷”“异
地搬迁贷”“土坯房改造贷”等贷款，先后支
持了于都县罗坳镇、禾丰乡小西湖和上欧
工业园区等移民安置区、示范点建设。不
少贫困农户告别了透风漏雨的寒屋旧舍，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崭新楼房。创新推出了

“扶贫光伏贷”“扶贫产业信贷通”等扶贫专
属产品，帮助广大贫困户脱贫致富。其中

“金穗扶贫光伏贷”余额达 6.3 亿元，带动
2.07万户贫困户增收。

定点扶贫，倾注全力。江西农行一直
将定点扶贫工作作为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
展的一个有力抓手。该行在贫困村推行“五

个一”扶贫措施，即“一室”，精准扶贫工作
室；“一袋”，贫困户脱贫档案袋；“一卡”，精
准扶贫工作卡；“一图”，扶贫攻坚作战图；

“一策”，因户施策。全省累计对口帮扶了
180个村，有350余名员工参与挂点扶贫，捐
赠资金 1500余万元。其中，江西农行挂点
帮扶的广昌县驿前镇贯桥村和招禾村变化
最为显著，分别投入640万元和110万元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今，贯桥村和招禾村面
貌焕然一新，其中贯桥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并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招禾村全
村贫困户由20户56人减贫至2户8人。

晴空万里无云色，碧海千帆共潮声。
40 年的卓绝努力，为江西农行积蓄了力
量。今后，江西农行还将不懈前行。

不忘初心 只为江西风景独好
——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助力江西经济发展

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根植赣鄱大地，始终坚持“面向三农、服务城乡”使命，积极融入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为繁荣地方经济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2018年，江西农行迈入“智慧金融”之年——智能银行网点建设扎实推进，扶贫攻坚成效明显，普惠金融新添科技元素，现代化

的金融综合服务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是江西农行人的一部负重前行的奋斗史、一部披荆斩棘的改革史、一部万众一心的创业史、一部破茧成蝶

的发展史。记录着江西农行人在赣鄱大地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智慧和汗水，记录着江西农行破茧成蝶的完美蝶变！

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控
股银行，一次次角色的转换，一次次完美的蜕变，前
行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单一面向农业农村，到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
再到综合性全能型金融服务，一步步走来，一天天发
展壮大，时代的使命始终牢记。

从1955年第一次成立，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分
行历经“三设两并”、“一分、一脱、一剥”和股份制改
革的发展变迁。1955年4月至1957年7月，江西农
行第一次建立与撤销；1963年12月至1965年9月，
江西农行第二次建立与撤并；1979年至今，江西农行
第三次恢复建立。

江西农行秉承“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
念，凭借广泛的营业网络、雄厚的客户基础和独特的
城乡联动业务模式，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不断深
化“三农”和县域服务、坚定履行社会责任和历史使
命，用几代农行人的辛勤与汗水，谱写出自强不息、
锐意进取的改革发展新篇章。截至2018年10月末，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2491亿元，较年初净增309亿元；
实体贷款净增325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丰收。

“这里原来是上饶的老火车站，地势低洼，我们都住在
一层的老平房，每逢下雨就污水泛滥。改造以后，现在大
家都住上了电梯房。”家住上饶“御景新苑”小区的王先生
高兴地说。“御景新苑”作为上饶市重点工程项目，也是上
饶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江西农行为其投放贷款 23
亿元，项目总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安置4946户居民。这
只是江西农行支持棚户区改造的一个小小缩影。

江西农行积极顺应国家规范地方债务管理和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将棚户区改造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重点支持民生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规模较
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项目，累计审批棚改项目 23
个、贷款101.3亿元，支持棚户区改造拆
迁惠及 1.34 万户，拆迁建筑面积
210.33 万平方米。截至 10 月末，
已投放贷款97.2亿元。

在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城
镇化金融需求也在扩大。作为
唯一一家在全国所有县市设有
分支机构和网点的国有大型银
行，农行的发展战略、优势与城镇
化建设的契合度在四大行中最
高，也是当前布局城镇化力度最大
的商业银行之一，2017 年，农业银行
总行与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农业银行未来 5 年将向江西
提供不低于 3000亿元的意向性信用额度，并发挥集
团综合经营优势，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民生社会事业、“三农”发
展、脱贫攻坚等方面给江西更大支持。

助推江西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便捷现代的城乡交通网
络。江西农行加大了对省市县重点项目、国企央企在赣项
目以及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2014 年至
今，该行审批公路项目贷款30个，授信471亿元，累计投放
260亿元。该行还运用“投贷债租证”等多种金融工具，为
江西省高投集团累计发债280多亿元，推动长江经济带交
通公路网快速发展。新干航电枢纽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
体交通走廊规划》中的长江支线航道规划项目。2015年4
月末，江西分行新干航电枢纽项目贷款顺利获批，对该项
目兜底承贷 19 亿元，用于牵头该项目银团贷款。截至
2018年9月，累计投放贷款7.7亿元。近年来，该行还积极
对接沪昆、九景衢、昌赣客专、赣深等重点铁路项目，先后
审批10个项目，金额达272亿元，累计投放铁路贷款62亿
元。积极介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该行支持南昌轨道交通
1 号、2 号、3 号、4 号线项目，累计投放 23亿元。该行大力
支持风电、光伏和水电等绿色能源，与五大发电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支持了风电项目近40个，累计投资金
额50亿元；光伏项目近10个，累计投资金额8亿元。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培育壮大新动能

江西农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
作为增强“三农”服务能力和县域市场竞
争力的“一号工程”，以网络融资服务为重
点、以网络支付结算服务为基础、以电商
金融服务为抓手，突出做优做强“惠农 e
贷”“惠农 e 付”“惠农 e 商”，积极打造互联
网服务“三农”新模式，助推农村普惠金融
发展。

为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江西农行围绕“线上化、批量化、便捷

化、普惠化”的目标，融合“金融+大数据”，
全面推广“惠农便捷贷”模式，稳步推进农
户网络融资业务发展。截至 9 月末，该行
实现“惠农 e贷”余额 27.17亿元，覆盖农户
3.46万户。

江西农行以“惠农 e付”推进网络支付
结算，大力推广农户版APP，丰富完善代理
服务功能，加快将新农保、新农合、水费、电
费、通讯费、有线电视费等代理项目迁移到
缴费中心，拓展线上代购车票、景点门票、

医院挂号、公交卡充值等代理项目，服务好
“三农”客户的生活圈、消费圈和社交圈。
同时，以聚合支付为重点，着力改善农村支
付服务环境，积极构建综合收银台解决“二
清”难题，前端支持微信、支付宝、快 e 付
等，后端实现客户资金由银行直接清分到
平台二级商户，为线上、线下商户提供一站
式资金结算与对账综合解决方案，打造移
动支付金融服务“三农”新平台。截至目
前，该行惠农通服务点全部实现了互联网

化升级，并实现了惠农通服务点聚合支付
全覆盖。

面向城乡二元市场，江西农行瞄准涉
农企业、专业市场、县域批发商和惠农通服
务点，进一步扩大“惠农 e商”覆盖面，为农
村各种产业链上的客户提供全程垂直化的

“电商+金融”服务，多模式服务“工业品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截至 9月底，全省共
上线县域批发商 550 户，下游商户 2.26 万
户，交易额2.03亿元。

从拨动算盘珠子，到先进的电算化处理系统，
再到大数据推广运用，每天和百姓打交道的农行营

业网点的变化，折射出金融科技的日新月异
——

“你好，我叫萌萌，请问您需要办理什
么业务？”不仅业务操作被替代，大堂机
器人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可以与客
户进行实时沟通，了解客户需求，为客
户提供基础的引导，增加客户对“金
融科技”的体验感。

2018 年，江西农行顺应金融科技
发展和客户需求变化，按照新时代网
点战略转型模式，打造全省农行首家转

型样板网点。转型后的网点具有智能
化、营销化、数字化、运营轻型化、业务综合

化和线上线下一体化等特点。
网点布局开放化。调整内部功能布局，突

出网点大堂“一厅化”设计，减少分区和空间隔
断，便于员工联动协同。压降人工柜台，扩大智能
服务区，配备全新智能设备，将柜台业务向智能设
备迁移。优化贵宾服务模式，通过即时迎宾、洽

谈室分时共享、财富顾问远程视频支持等方式，
提供多样化的专属服务。引进新款移动式家具，
为客户提供“零距离”“肩并肩”的服务。增配电子
设备发布产品和各类信息，减少纸质载体。由里
及外，打造了“开放、共享、互动、集约”的网点新
形象。

产品服务智能化。以新一代超级柜台为核心，
集中配备超级柜台、智能柜员机、打印边柜等智能
设备，构建“1+N”智能化业务处理模式，支持大额、
多面值现金存取和存折、回单打印等业务，可有效
分流人工柜台交易量。近期还将陆续增配移动超
级柜台、票据边柜等设备，升级网点智能服务系统，
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一点触发、多点对接、全程
协同”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客户体验便捷化。通过更多的柜员转岗为大
堂经理和客户经理，网点营销服务力量得到增强。
推广柜面业务综合化改造，实现印章、凭证、客户签
名电子化，业务处理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依托移动
超级柜台，客户经理走进社区、商圈，可上门提供多
场景、智能化、移动化金融服务，让客户足不出户就
能体验到更丰富、更贴心的农行服务。

城乡“旧貌”换“新颜”

支持城镇化建设大发展

近年来，江西农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主要特征，抓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
核心主线，积极盘活信贷存量，优化新增资金
投向，加快金融服务创新，严守信贷风险底
线，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江西农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及长江经济带和昌九、昌抚
一体化等重大战略。充分利用点多面广、遍
布城乡的区位优势，重点支持扶持国家级、省
级龙头企业，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农产品贸易、农业“走出去”、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重大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重大
项目的信贷投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
融支持。积极加强行司联动、行内联动、境内
外联动、投贷联动，以信贷为基础，逐步向“信
贷+”转变，推进投行业务与传统信贷业务齐
头并进。以财政性杠杆资金为引子，创新金
融产品，综合运用贷款、理财融资、产业基金
等融资方式以及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新型融
资模式，介入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及公共服务领域建设项目。
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

业。实施新兴产业“扩户工程”，建立新兴“重
点客户名单库”。紧盯央企、世界500强、上市
公司、总行核心客户、拟上市新三板企业及上
述企业在江西子公司、市区县三级国资背景
企业投资项目，积极拓展先进设备制造业、高
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绿色产业等新产
业。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该行支持
的博雅生物从该行最初的年度授信额度7650
万元，增加到目前年度授信额度 5 亿元，从一
家普通的小企业蜕变成高新技术企业，目前
已成功上市。2018 年，该行支持了南昌欧菲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新型薄膜感应器及模组
项目”，提供了4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公司实
现大发展。

大力支持绿色信贷、旅游业的发展。该
行抓住江西旅游业爆发式增长机遇，加快推
进县域和乡村旅游业务发展，近三年累计投
放贷款 29.16 亿元，截至 2018年 10 月，全省旅

游贷款余额 23.07 亿元。重点支持了县域 4A
级以上优质旅游景区的硬件升级和环境改
造，景区配套宾馆、饭店、观光缆车等项目建
设，以及核心景区周边农家乐和民宿项目，并
提供自助银行、支付结算、网上售票等多元化
服务。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民营
企业发展。该行积极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大力发展政府增信业务，重点支持单户
授信 500 万元小微企业，2014 年以来，该行累
计发放财园信贷通贷款 80.89亿元，惠及小微
企业2234户，解决了2.2万人的就业问题。为
切实提高办贷效率，该行打造“信贷工厂”运
作模式，对具有共同特征和金融需求的小微
企业客户群体，按照统一的授信调查、审查、
审批模板和内容，进行批量营销、批量上报、
批理处理，提升业务审批效率和风险防控能
力。截至 9 月末，全行通过模板化管理功能，
累计办理小微企业贷款600笔、投放金额约30
亿元。

客户体验耳目一新 业务办理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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