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加班跟进 展现先锋模范风采
1月 19日 21点，深冬的夜晚显

得格外宁静，农发行嘉鱼县支行大楼
灯火通明，棚改贷款审批工作还在紧
张有序进行。

“目前，嘉鱼县城东新区棚改项
目已征收720户，货币化补偿6000

万元，已向搬迁户提供签约拆迁协
议，棚改实施进度已完成 13.04%。
因为我行与政府及时对接，第一批提
供的5000万元贷款将有力保障项目
的推进。”支行业务副主管李蓉华介
绍。连续几天的加班，这位年轻的党

员脸上挂满疲惫，却掩抑不住激动的
心情。

支行在项目上报时始终坚持合
规操作，保证CM2006系统流程以及
上传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专人负
责及时跟踪贷款押品流程和作业监

督流程，实行“人盯人”的策略，流程
走到哪，具体负责人就跟踪到哪，电
话沟通常联系。分管副行长负责与
上级行相关部室联系协调，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修改完善，补充所需的相关
资料，使大部分项目都能够顺利获
批。支部党员表现出的兢兢业业、埋
头苦干精神，将党员先锋模范风采展
现得淋漓尽致。

支部领头奋进 凸显战斗堡垒作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我国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
等相关民生项目领域上，一直致力
于将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有效结
合。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优势，突
出金融对扶贫项目建设的“供血”作
用，为地方发展提供稳健的金融服
务。

2017年 9月，湖北省住建厅出
具了《关于嘉鱼县城东新区片区棚
户区改造（一期）项目纳入湖北省
2018年度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复函》，
同意将嘉鱼县城东新区片区（一期）
项目纳入 2018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内。农发行嘉鱼县支行党支部秉承

“营销是业务发展基石，投放是发展

的保障”理念，紧盯棚改项目“压舱
石”，积极与嘉鱼县政府发展规划对
接。在支部班子的带领下，该行“早
春行”工作小组主动向县政府进行
棚改项目专题汇报，并向省分行、市
分行积极汇报申请，争取获得4.6亿
元贷款审批。

截止1月末，该行贷款余额已达

13.89 亿元，比去年年初增加5.8 亿
元，增长率为71.7%，贷款品种涵盖
了棚户区改造、水利、扶贫过桥、易地
扶贫等项目，业务经营取得优异成
绩。

农发行嘉鱼县支行党支部在全
行各项业务工作中领头奋进，积极配
合县政府工作，体现了农发行在金融
扶贫事业中的责任担当，有效发挥了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地方发展提供
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财经财经亮点亮点

元旦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
项事业发展欣欣向荣。1月9日，咸
宁市分行召开全市2018年度项目营
销推进会，对2018年工作作出了动
员部署，在各项重点工作中，棚改贷
款营销首当其冲。

通过不懈努力，嘉鱼县城东新区
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迅
速通过了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审批。

该项目涉及嘉鱼县十景铺村、铁坡
村、方家庄村、茶庵村、石鼓岭村、朱
砂村、官桥村等7个村，拆迁居民总户
数 2159 户，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
172727.30平方米，项目采取单一货
币化补偿的安置方式。棚改项目资
金来源为：项目资本金11664.80万
元，占项目总投资的22.23%，由县财
政局筹措；向农发行申请棚户区改造

中长期贷款46000万元，占项目总投
资的77.77%，贷款期限15年（含宽限
期1年）。贷款将分批投放，第一批
5000万元贷款已投放完毕，第一季
度拟完成2.5亿元投放。审批通过的
4.6亿元贷款，将极大推动嘉鱼县城
东新区的棚改项目后续进程，发挥了
金融对棚改项目工程的强力杠杆作
用。

农发行为嘉鱼县棚户区改造提
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快了县域
内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地区基础
设施条件，使老旧城区面貌焕然一
新。项目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善了
当地民生，提升了城市形象，助推了
地方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有力保障。

政策性金融支持 推进嘉鱼棚改工程

2017年12月2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湖北省分行与咸宁市政府在咸宁碧桂园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农发行将提供不低于100亿
元授信额度，全力支持咸宁市棚改项目。

自协议签约以来，农发行嘉鱼县支行重
点抓好棚改项目营销，积极配合对接当地政
府。目前，为加快嘉鱼县城东新区片区（一
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进程，该行向湖北城拓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争取审批通过贷款4.6亿
元，于元月 22日成功投放了第一批贷款
5000万元。该笔贷款的投放，为新年来政
策性金融支持地方扶贫项目建设取得开门
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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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市民朱女士家有个习惯，年
终人人都要交一份“个人总结”，说说
过去一年自己存了多少钱，工资主要
花在了哪些方面，哪些是必须花的，
哪些是浪费了的。

近日，朱女士大致理了理，发现这
一年来花了好多不该花的钱：办了一
张980元的健身卡，去了不到20次；办
了一张美容卡，去了不到10次；给孩子
办了一张绘本借阅卡，时间已过期，但
书没借几次，押金也没退；团购的两份
影楼摄影优惠照也没有去拍……

如此一算下来，2017年竟然有近
5000元钱是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

“想一想，就觉得心疼。”朱女士说。
前两天，朱女士向父母说了这件

事。父母说，理财就是“算计”着如何
把日子过好。父母趁机又向她传授
了自己多年的理财心得。这一次，朱
女士听得特别认真。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
穷。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家庭能做到
收支平衡就很不错了，朱女士的父母
常年记流水账，每月开支后第一件事
就是把房费、煤气费、水电费和孩子的
学费拿出来，其它的便用于日常支
出。到了月底如果出现赤字，就从账
目上查找，如果有节余就适时地改善
一下生活。现在生活富裕了，她父母
依然记账，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一种
生活乐趣了。

不浪费、低碳生活也是理财的一

种。比如利用“冰箱贴”的方法防止
遗忘，提示冰箱里储存的食品，减少
开冰箱的次数，省电不说，还吃新鲜
东西。另外，朱女士的父母把节日收
到的礼品都做详细的登记，名称、种
类、保质期一目了然，吃不了的就让
孩子们拿走。还有将衣服攒在一起
用洗衣机洗，小衣服就用手洗，既省
了水又锻炼了身体，还符合现在的低
碳生活。

时尚、时髦的东西可以尝试，但
不贪婪。1995年，朱女士的父亲进入
股市的时候还没有电脑，大家都聚集
在大厅里看盘。经过自己研究后，在
股价低的时候买入，稍微赚一点就抛
掉，几年下来赚了一万多块。她父亲

认为，不要轻易相信股评专家的说
法，至少不要不加思考地相信，要自
己分析思考，还要克服恐惧和贪心的
心理。

不要盲目储蓄，要选择最合算的
方式。朱女士的父母把每个月的节
余办个零存整取，它的利息比活期高
不少。

2018年该如何理财呢？朱女士
暗下决心，要像父母一样，算计着过
日子。

过日子还得靠算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
道：“在嘉鱼农商行10万元扶贫贷
款的支持下，我办起了一家养猪
场，养殖母猪10头、肉猪200头。
目前，肉猪已开始出栏，我正在朝
着脱贫目标迈进。”日前，嘉鱼县
高铁岭镇陆水村贫困户杨德林
说。

近年来，嘉鱼农商行坚持金
融领先战略，大力推进金融扶贫
工作，全县干部职工按照县委县
政府的扶贫工作总要求，把扶贫
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带着责
任和感情扶贫。为了打好脱贫攻
坚战，该行对全县贫困村、贫困户

逐一摸底调查，精准研判贫困户
致贫原因、脱贫途径、贷款意愿等
信息，在找准对象的基础上，对有
贷款需求的贫困户评级授信，简
化贷款流程、开通“绿色通道”、实
行限时审批服务，积极发放扶贫
贷款。同时，该行还结合嘉鱼县
的实际，推出了用扶贫贷款投资
涉农企业或农村经济主体参与经
营增收的扶贫贷款产品，并在全
县推广应用。

据统计，截止目前，该行共发
放扶贫贷款1.4亿元，扶持2000
余贫困户发展,贫困村贷款投放
覆盖率达100%。

嘉鱼农商行

投放扶贫贷款1.4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报道：
2月8日，通山农商行与县人民医
院合作项目——“银医通”自助服
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项目是
咸宁农商行系统与医院系统合作
成功上线的第一个“银医通”项目。

通山农商行始终把“责任银
行”作为延续农商行百年基业的
坚固磐石，主动肩负民生事业发
展的责任。针对牵系千家万户的
卫生行业，通山农商行经过多方
努力，于2017年12月15日，与通
山县人民医院签订了“银医通”战
略合作协议，仅用1个多月的时
间，该项目正式上线运行。

该项目实现了医院HIS系统
与农商行业务系统的相互对接，

以集中收银平台为核心，充分满
足了医院挂号手段多样化，交费、
查询与发票、凭条打印自动化、自
助化等需求，并以银联银行卡、自
助终端、软POS机具为辅助手段，
实现挂号自助化、支付电子化、信
息共享、资金集中管理，极大地提
高了医疗质量和效率，缓解了挂
号难、排队长、就诊时间长等方面
的问题，真正实现就诊一卡通功
能。

上线当天，受到就医者及医
院工作人员的好评和欢迎，并纷
纷在朋友圈进行转发。一时间，

“银医通”的方便、快捷家喻户晓，
进一步提升了通山农商行的社会
形象和美誉度。

通山农商行与县人民医院合作

“银医通”正式上线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李铮、关怡
宁报道：2月9日，农发行咸宁分行
申报的三笔棚改项目顺利获批，
累计金额12.8亿元，分别为咸安
永安城北棚户区改造项目7亿元、
通山县通羊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
项目东城A区2.8亿元、崇阳县老
国税片区、大集片区（城中村）棚
户区改造项目3亿元，服务我市棚
户区改造工作再现成效。

今年以来，该行紧紧围绕省

农发行与市政府签订的棚改战略
合作协议，采取省市县农发行三
级联动，开辟棚改项目绿色办贷
通道，抓好项目落地，争取快审
批、快投放、快见效。该行崇阳3
亿元棚改项目，从项目调查到项
目审批仅用了5天时间，创造项目
最快审批记录。截止目前，该行
已实现审批新棚改项目4个，金额
19.8亿元，已投放4.7亿元，为我市
棚户区改造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农发行咸宁分行

12.8亿元棚改项目获批

棚户旧貌换新颜
——农发行审批通过4.6亿元贷款支持嘉鱼县棚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刘兴文 雷佳铭

本报讯 通讯员邵枫报道：
近日，中国银行咸宁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姜建华率领党委班
子成员和市分行部门负责人，先
后深入基层一线和市分行各部
室，询问了重要业务指标及年终
决算有关情况，开门红工作部署
情况，充分肯定大家一年来的
艰辛努力和付出以及取得的工

作成绩，要求大家新年要有新
气象，夺取开门红战役的全面
胜利。

市分行领导每到一处，与干
部及员工亲切交流和沟通，详细
了解基层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
情况，对于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
表示衷心的感谢，为全体员工送
上了新年的祝福。

中国银行咸宁分行领导

慰问基层一线干部员工
农发行嘉鱼县支行领导察看老嘉棉棚改贷款项目。

▲

咸宁人民期盼的“春风行
动”来了，由市人民政府主办，
市人社局、市扶贫办、市总工
会、市妇联、市财政局、咸宁高
新区管委会、咸安区人民政府
等单位承办的咸宁市2018年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将于2
月23日（正月初八）上午8时在
市人民广场举办，届时将有160
多家市内外企业进场招聘，提
供岗位1.3万多个，欢迎广大求
职者进场求职。

以“打造特色产业增长极
搭建就业扶贫直通车”为主题
的 2018 年“春风行动”，主要
面向全市各类城乡劳动者、就
业困难群体、返乡农民工、高
校毕业生和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通过发布就业供求信息、
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就业创
业培训、开展创业扶持等措

施，结合精准扶贫、网上招聘、
返乡创业，为城乡劳动者提供

“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
信心”等就业创业服务，服务
城乡劳动者求职和企业用工
需求，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

据悉，为搭建供求双方现
场交流洽谈平台，更好地服务
劳动者求职需求和用人单位用
工需要，我市将于2月初至3月
底陆续在全市范围内举办30余
场“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预
计累计进场招聘企业1700多
家次，计划提供5万多个岗位，
招聘会详情请登录湖北公共招
聘 网 （http://www.hbjob.
gov.cn/）、咸宁市公共就业服
务 网（http://www.hbxn.lm.
gov.cn/）或关注“创业咸宁”微
信公众号查询。

又是一年“春风”到
百企万岗任你挑

（上接第一版）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1.26亿元
据了解，人社部门积极执行降低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企业缴费费率的政
策，而且将市直工业企业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8%降低到7%，生
育保险缴费比例从0.5%降低到0.3%，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社保负担。

2017年，全市累计减征企业五险
缴费额 11185.43 万元，惠及企业
4303 家，其中减征养老保险费额
2687.96万元、医疗保险费额573.87
万元、失业保险费额4991.1万元、工
伤保险费额1473.8万元、生育保险费
额1458.7万元。

另外，为全市261家企业发放稳
岗补贴资金1204.56万元，惠及员工
34565人。2017年全市累计发放职
工就业培训补贴186万元，培训2600

人，举办职业培训689期，培训技工
3.51万人次。
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2.23亿元

我市严格执行国家发改委电价
下调政策，共计节省企业用电成本
8105.75万元；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范
围和规模，2017年12家直供电用户
成交电量14亿千瓦时，节省企业用电
成本2800万元左右。城区非居民用
气价格从3.127元/立方米调整为2.48
元/立方米，从2017年9月1日起，对
非居民用天然气进行调整，城区非居
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从2.48元/立方
米调整为2.34元/立方米，车用天然
气销售价格从3.53元/立方米调整为
3.42元/立方米，全年为企业年降低成
本8922.78万元。

对我市优先发展的行业出让价
格按评估地价70%执行，共为企业降

低土地出让成本2450.91万元。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0.2亿元
我市将涉企所有政府定价管理

的收费项目标准整合成一张清单，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至15项，经营
服务性收费10项，市直涉企收费部门
减少至11个，收费项目减少至17个。

“我市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可以说，我
市的涉企行政事业收费项目是全省
最少的。”郭冰生告诉记者。

另外，采取“双随机”抽查方式，
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收费、建设领域收费开展专项
检查，取消了机动车抵押登记费、白
蚁防治费、住房交易手续费、矿产资
源补偿费，暂停公证费、绿化补偿费，
年降费近2000万元，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进一步降低。

降低企业财务成本1.14亿元
我市去年为企业降低财务成本

1.14亿元。其中向全市433家企业发
放县域经济发展调度资金15.8亿元，
降低企业财务成本1亿元左右；为62
家工业企业提供4.6亿过桥资金，节
约企业财务成本约1420万元。

鼓励企业通过内部挖潜降成本
我市积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设

备更新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提高企业
整体竞争力。2017年我市20家企业
争取到省级技改专项资金3041万元，
8个工业企业项目获得市直工业企业
技术进步专项资金补助482.72万元。

市经信委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对通过现代企业制度验
收的3家企业给予9万元资金奖励，促进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企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