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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清理

战疫前线，军号嘹亮，崇阳农商行党委直
面疫情，迎险而上，一手严抓疫情防控，一手牢
抓金融服务。17个网点枕戈待旦，21个支部
扛旗履责，91名党员鏖战一线，200多名干部
职工精诚协作，以“战时状态”应对“非常之
疫”，在防控疫情斗争一线彰显农商速度、农商
担当、农商力量、农商情怀！

党员出列，责任扛在肩上

若有召，战疫情。崇阳农商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邓伟祥从1月23日起，放弃春节，放弃
休假，坚守岗位。他说，干部员工及家属的健
康和安全要始终放在首位，党员要自觉冲锋一
线，防疫战疫，崇阳农商行一个都不能少，一个
都不能掉队。

闻令而动，众志成城，全行上下苦战农村
和社区两大防疫主战场。

在黄沙村，驻村干部王海明挺身而出，用
无畏生死考验的“逆行”和坚守，守卫挂点村村
民的安全。村里有2人被确诊，他不退不让、
不躲不闪，加大了对村民身体检查的力度，要
求村民早晚量体温做好监测记录，他在明知有
风险的时候，仍然选择做他应该做的事。在中
津洲社区守卡，安全保卫部副总经理姜省思，
连着值班13小时，因疲劳和严寒，突发高血压
倒在下班回家途中，被紧急送往县人民医院抢
救。在病情被控制后，他担心的是自己还有一
个班没有去值守。在茅棚街三天入户大排查
行动中，退居二线的老党员陶再明主动要求加
入。他说，关键时刻，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
党有难处，我要上前。面对茅棚街居民情况复

杂，人员流动性大，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多的困
难，老陶和排查组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
信念，“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和病毒赛跑，和
危险比快，老陶不甘落后，借助老花镜一张一
张完成登记表。

力量下沉，聚力共克时艰

疫情发生以来，崇阳农商行严格执行“双
报到”制度，全行干部员工忙时到岗，战时出
征，不畏严寒，无惧艰苦，坚守在单位岗位、小
区路口、村组入口。

积雪难融的寒夜，路口支行员工王权在一
辆汽车，两个木桩搭建的临时防控点上苦守值
夜，手脚都冻得麻木，小伙子毫不在意，笑着
说，我们站好岗，防疫有力量。信息科技部经
理吴文进刚刚升级为奶爸，疫情当前，他顾不
了自己的小家，主动请缨参与社区排查、值守、
巡逻，面对未知的风险，毅然决然向风险出
发。高枧支行员工林恒，为保障支行疫情防控
工作有序开展，保障最偏远的山区群众也能享
受金融服务，从大年三十至今，一直坚守在值
班岗位上，他希望自己为防护疫情贡献一份力
量。综合管理部经理程烈军，忙而不乱开展疫
情防控宣讲动员、社区值班巡逻、入户登记排
查、环境消杀、防疫物资采购、防疫人员排班接
送，在繁忙的防疫工作中完成多个角色赋予的
使命任务。

全力奋力付出，体现在一个个精准的数字
上：对全行265名在职、126名退休职工及家
属进行疫情排查，目前因密切接触确诊或疑似
人员，有8名员工居家隔离，无员工确诊感染

情况。对包保中津洲社区茅棚街片区所有居
民排查，共排查575户，在住371户1405人，
不在住204户，其中排查出武汉返乡人员和近
期去过武汉人员58人，确诊0人，疑似2人，隔
离2栋7户24人（已全部解除隔离）。对挂点
黄沙村开展逐户上门排查，共排查486户，在
住263户1076人，不在住223户，其中排查出
武汉返乡人员和近期去过武汉人员65人，确
诊2人，疑似0人，隔离12户65人。

服务跟上，农商主动作为

疫情防控是一场大考，既是集结号，也是
试金石。崇阳农商行坚持疫情防控和金融服
务“两不误”，为打赢抗疫攻坚战贡献农商力
量。

服务渠道畅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
助设备、福卡E支付等电银渠道缓解了客户对
物理网点的依赖，指尖上的智慧银行是金融抗
疫法宝。在疫情期间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业
务有条不紊，直通直达。营业部承担划拨财政
资金，开展代发，协助崇阳县慈善会做好善款
汇款业务，其中代发一线医务人员及防疫人员
工资316笔，金额1004.7万元，划转疫情防控
款项475笔金额5718.3万元。

服务方式改进。全行信贷队伍坚持电话、
短信、微信回访客户，“线上+线下”相结合办
贷。抗疫期间，101名借款人通过线上和线下
渠道获贷1903.71万元；回访信贷客户1200
多户，预约贷款7245万元；为近200户种养大
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企业拟定春耕及
复工信贷计划13000万元；已运用专项再贷

款资金对5家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民生企
业授信2700万元；并积极推广“荆楚发展贷”

“荆楚保医贷”“荆楚天使贷”专项抗疫信贷产
品，把农商行支农支小支实的内生动力转化为
疫情抗战的铮铮实力。

爱心护航，托起信心希望

疫情无情，农商有爱！2月3日，崇阳农商
行发出倡议，号召全员开展爱心捐赠。以单位
名义向崇阳县慈善会捐款30万元，全行干部
员工个人累计捐款4.73万元，所有款项定向
用于崇阳疫情防控一线。

疫情当前，与子同袍。崇阳农商行向通
城、通山、赤壁兄弟农商行分别捐赠一次性医
用口罩3000个、2000个、2000个；向负责的
中津洲社区（村）捐赠电子体温仪20支，向黄
沙村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1000个、消毒液
120斤、防护服20件。

2月14日，一场倒春寒，大雪纷纷扬扬。
崇阳农商行董事长邓伟祥放心不下远在大山
深处的挂点帮扶村，第一时间打电话询问驻村
干部王海明，“乡亲们还好吧，有没有人受灾，
既过年关，也过难关，我准备去村里看看大
家”。崇阳农商行3年来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
用贷款3836笔，金额21717.21万元，为扶贫
村捐款、捐物、送资金、引项目。2019年全县
成功实现脱贫摘帽，助力乡亲们顺利奔小康。

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身在疫区，不辱使
命。在这场全民抗疫行动中，崇阳农商行和全
县人民并肩作战，他们相信病毒肆虐过的隽水
河畔，必将迎来破土而出的春天。

入户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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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通城农商行严格
按照各级党委政府和监管部门相关要求，紧密
围绕省市行社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
务工作，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农商力
量。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加强组织领导。1月22日，该行第一时间
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并下发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紧急通知》。1月23日，制定发布了《通城农
商行疫情防控应急方案》，迅速对全行疫情防
控和金融服务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落实报告制度。要求全行16家网点分别
成立了相应组织，支行长负总责，建立防控责
任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指定专人加强与县
行工作联系，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和“双向
报告”制度。

领导靠前指挥。疫情发生后，该行扛牢政
治责任，强化政治担当，值班领导与各支行责
任人留守属地值班，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严格履职，积极服务全县疫情防控大局。2月
4日，该行董事长克服道路阻断困难，从50公

里外的老家赶赴通城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助企纾困减负，畅通金融服务

与企业共度时艰。通城农商行充分发挥
网点数量多、分布广的优势，主动对接受受困
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客户，实行
一户一策。另外，适当下调内部资金转移定
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释企业因疫情受到
的冲击。累计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明仁研磨、
永康种植、尧家林文化旅游、状元广场、万泉国
际、英皇酒店等一批信贷客户集中下调贷款利
率10%，直接减免利息约125万元，与客户同
舟共济、共度时艰。

建线上申贷渠道。疫情期间，为减少线下
操作流程，降低人员交叉感染风险，提高工作
效率，该行不断完善线上用信功能及开通“码”
上申贷平台，通过电话、视频受理审查，鼓励引
导客户线上申贷、用款、还款，满足防疫期间中
小企业融资需求。截至目前，我行累计受理线
上申贷客户129户，预授信5600余万元。

保资金汇划畅通。全力满足特殊时期客
户支付结算需求，我行第一时间制订了疫情防
控支付工作应急预案，全力支持全县各部门、

各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资金支付、结算需求，
利用网点优势，安排专人对接辖区财政部门及
各类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销售中小企业、工商
户，提供紧急取现、资金汇划等金融服务，以优
质的金融服务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疫情期间，该行累计汇划防控资金 240
笔，金额 4287.45万元。

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农商担当

发起爱心捐款活动。2月1日，通城农商
行向通城县红十字会捐赠30万元，同时，在全
行发起线上募捐活动，员工纷纷献出爱心，短
短两天时间便募集到善款3.8万。通城农商
行以拳拳爱心全力驰援地方抗击新型肺炎疫
情，为狙击疫情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驰援扶贫点抗击疫情。疫情发生后，该行
李斌德、胡宇翔、葛先楚等三名驻村干部迅速
转变角色，驻扎在扶贫联系点一个多月，协助
开展防疫宣传、监测工作、卡点值守等工作。

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自2月3日起，
该行17个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在疫情防控中的主力军作用，号召全体党
员提高政治站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报名参
加志愿者的党员干部和普通员工就达到129

名。根据社区、村组的统一安排，机关志愿者
服务队属于社区临时党支部，每个党员干部要
下沉到各个社区、深入一线服务点与其他单位
党员干部并肩作战，齐心协力参与到疫情防控
的宣传、排查、劝导等工作中。

提升防控能力，强化抗疫宣传

强化员工安全防控。疫情发生后，通城农
商行迅速采购了一批口罩、酒精、消毒液、洗手
液、测温仪等防护用品，确保每一名员工带“装”
上岗、定时更换，隔绝感染，为每一位未带口罩的
客户免费发放医用口罩，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疫
情期间，全行紧绷防控线，各支行、部室每日对全
行员工健康状况进行摸排，实现全行零病例。

营造安心营业环境。各支行积极争取镇
党委、政府支持，对接镇卫生院及有关部门，邀
请卫生部门对各网点营业区、生活区进行消
毒，并对每位进入大厅的客户进行体温检测，
营造安全的营业环境。各网点值班人员坚持
每日对生活区域进行到边到角的消毒处理。

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各网点在大厅显眼
位置摆放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宣传资料，在
LED屏滚动播放官方防范知识，引导客户科
学加强自我防护。

崇阳农商行: 责任在疫线 担当在火线

王海明，崇阳农商行综合管理部副经理，
战疫46天

入户排查时，包保组 2 位村民被确诊
了。一时间，村子里人人恐慌。其实我的内
心也很忐忑，但这种时候我作为老党员必须
挺在群众前面，展示农商人的风骨，展现一个
党员的格局。

程烈军，崇阳农商行综合管理部经理，战
疫 40 天

今天虽然全身淋湿，封楼任务完成，但要
准备做好封楼居民后期服务。晚上又在群中
作维稳工作，通过交流，绝大部分理解和支
持。一天下来，虽然累，但还要做好明天工作
的安排。

沈奇勇，崇阳农商行营业部经理，战疫
37天

上午，社区一位大妈让我帮她买药，跑了
八家药店才买到。下午，到工业园企业走访，

在县行贷审会特事特办下，下午5点企业就收
到了贷款资金。晚上6点又赶到社区卡点值
守，春寒料峭，社区的一封感谢信让我温暖。

王帅，崇阳农商行桂花泉支行负责人，战
疫37天

在这段特殊期间，村民们从不理解到支
持关怀，在党精准施策，雷厉风行的指战下，
有效抑制了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桂花泉镇
是崇阳县的“三无”乡镇之一，这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成果。疫情虽然影响了生产生活，却
把大家的心紧紧相连。

胡庞晔，崇阳农商行电子银行部经理，战
疫26天

甘行长带领我和吴经理继续深入包片社
区宣传和收集信息，这已是第4次入户收集
疫情信息。一天下来，共走访了102户，爬了
200多层楼梯。家属一句“把你们吃了亏，谢
谢”让我们觉得累却值。

吴文进，崇阳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经理，战
疫26天

戴着口罩，迎着春寒，拿着笔、喇叭、表格
进村入户，恍惚又记起搞“三农”服务“深耕四
区”的旧时光。只有战胜病毒才能保小家、卫
大家，这一仗，我们没有退路，必须胜利。

吴英达，崇阳农商行路口支行行长，战疫
23天

晚上9 点多，有人敲开车窗递进来一个
袋子：“守卡太冷了，你们辛苦啦！”说完就匆
匆离开了。我翻出袋子，有吃的，还有暖宝
贴.我不禁感慨：我们守卫人民，人民也想着
我们啊，再没觉得冷了。

陈赵蓉，崇阳农商行人力资源部经理，战
疫 16天

居民们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甚至还责
备谩骂，我和组员一边安抚居民的情绪，一
边认真填表。晚上 6 点儿子打电话来催我

回家吃饭，但我顾不上吃饭，必须将 148 户
信息录好再核对一遍。防疫工作拖不得，马
虎不得。

廖洪义，崇阳农商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
正股级干部，战疫13天

在中津洲社区守卡点，遇到了焦躁的居
民想强行冲卡，我耐心劝说；遇到了年迈的居
民需要采购物资和药品，我都及时帮忙采
购。我是老党员，我要为年轻的后生们做好
表率。

汪台明崇阳农商行授信评审部副经理，
战疫11天

82岁的老父亲有发热症状，我的脑袋嗡
嗡直响，回想自己每天在社区巡查防护工作
做得挺好的，莫不是2月20日我与同事在社
区确诊患者家里消杀感染了？一身冷汗冒了
出来……医院检查，医生说：“普通感冒发
烧！”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授信民生企业

上门服务慈善会

贷动口罩生产企业

为居民采购物资

通城农商行：防控是责任 岗位是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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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物资

测量体温

袁柏林，通城农商行北港支行员工，战
疫40天

应时所需，必要所为。自疫情战役打
响，朝来晚归是我值班时的工作常态，对每
一片工作区域、每一个角落进行清扫消毒，
认真张贴消毒标识。因为，我作为老员工，
更应该带头做好榜样！

毛磊，通城农商行营业部支行长，战疫
30天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我顾不上家中幼
子、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投身防疫
第一线。我必须以防疫为己任，每日走访排
查重点人员，逐一在每个楼道单元格张贴通
告，力争做到社区全覆盖无盲区。毕竟在疫
情面前，我们必须不观望、不等待、不退缩，
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才能迎来胜利的希
望。

黄圣群，通城农商行武长支行支行长，
战疫26天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
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疫情防控期间，作为一名党员，我积
极向居住地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委会报到，
加入志愿者行列，按照村支部安排为村民代购
生活物资，全面服务26天，往返采购50余次，贷
后各类生活物资药品等价值15000多元，用最
普通的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卢雨，通城农商行北港支行行长，战疫
26天

疫情发生后，居家隔离防护成了生活常
态，我选择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
活动，协助村委做好疫情宣传，帮助有困难
的群众。为了积极响应县行募捐的举动，作
为一名党员的我向县慈善总会捐款 3000

元，为抗击疫情献出了一份自己的爱心。

黎靓，通城农商行武长支行柜员，战疫
23天

武长支行是通城县慈善总会账户的开
户行，为保障社会各界慈善捐款及时到账、
确保防疫资金及时划拨使用，在疫情防控封
城情况下，该行员工疫情期间都是步行上下
班，单程距离达五公里。业务办理中，对于
特殊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申请解决，“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截止3月10日，专班柜员
办理防疫资金收付划拨业务80 多笔，金额
3120.66万元。

罗玲，通城农商行北港支行柜员，战疫21天
罗玲是北港支行的一名柜员，她说：“疫

情让人们的生活节奏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特
殊时期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必须在

岗，做客户的坚强后盾！”为此，她放下怀里
嗷嗷待哺的奶娃娃，积极参与抗疫工作，协
助当地政府部门代发疫情救助款，解决贫困
户燃眉之急。

罗伶俐，通城农商行城郊支行会计，战
疫10天

由于疫情影响，各地银行推迟营业时
间，很多银行人都选择呆在家中不外出。看
着大家都往疫线冲，我主动请缨，加入防疫
攻坚战。每天坚持进村入户，向隔离人员宣
传隔离知识，确认着每一个群众的信息，向
群众宣传做好消杀和测温，全力以赴把好社
区健康关、隐患排查关，筑牢疫情“第一防
线”。我是母亲、妻子、女儿，更是一名农商
人，在抗击疫情一线，我必须用实际行动展
现了农商人的坚韧执着，守护着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