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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上旬，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和
市委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市委书记
钱远坤强调：“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围绕‘汉襄肱骨、
神韵随州’目标定位，宣传好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宣传好随州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营造‘好正实优’的环境，提振向上向
善的气场……”

为贯彻落实市委书记钱远坤的讲话精神，
全面反映我市各级各部门学史力行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随州日报发挥
主流媒体功能，隆重推出：聚焦“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我为群众办实事”部门（行业）专题宣
传，今日刊发的是农行随州分行扎实推进“学党
史 办实事”纪实，敬请读者关注。

【 阅读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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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愈深、知之愈明、行之愈笃。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就是要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随州农行广大党员干
部以“助力发展，舍我其谁？”的昂扬斗志，主动作为、
奋发有为、担当善为，凝心聚力助推随州绿色崛起、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支持地方经济。随州农行紧扣“汉襄肱骨、神韵
随州”目标定位，外抓机遇，内抓动力，拿出“规划图、
施工图、作战图和火线图”，加大重大项目信贷支持力
度。目前已批待放项目 13 亿元；立足特色产业，积极
践行全省金融支持农产品出口“春风行动”和全市普
惠金融“暖春行动”，瞄准优质小微客户群，推动普惠
贷款放量增长。

发展特色农业。持续深耕“三农”县域市场，与
市农业农村局签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精准
对接特色农业发展。围绕市委市政府“六个一”特色
农业产业，加大对“随州香菇”“随州香稻”“随州油茶”

“亿只鸡工程”、生猪产业链、茶叶加工出口的金融支
持力度，今年新投放 2.5 亿元总量达 8.2 亿元；大力支
持新型农村市场主体，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7
个，存量用信 6.1亿元。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2304
户，存量用信 7.5 亿元；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在全
市集中打造的 5 个示范区、160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重点整治村中，信贷服务已覆盖 57 个村。截至目前，
乡村建设贷款 14.3亿元，乡村产业贷款 11亿元。

创新助农产品。创新惠农 e 贷整村推进模式，率
先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农户信息建档授信，农户可以享

受最高 30 万元额度的纯信用、无抵押、有效期 3 年的
普惠利率贷款。农户信息建档整村推进已覆盖 358个
行政村，建档评级农户 4.2万户，存量用信 7亿元；扎实
推进香菇产业集群贷，积极为香菇产业链上种植、加
工、收购、物流、出口等五个环节提供融资支持等金融
服务。支持香菇产业链贷款总量达到 5 个多亿，占全
市食用菌产业贷款投放总额的 60%，并带动一批上游
农户和小微企业的联动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围绕“降、免、减”出台专优政策，
降低贷款利率，对惠农 e贷等线上 贷款下调利率最低
至 3.85%，对小微经营类贷款利率下调至 3.85%，降幅
最高达 5%；主动减免相关费用，今年承担贷款抵押评
估和登记费 20 多万元；加大信用放款，全行信用贷款
占比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信用贷款余额 50.3亿元，较
上年同期提升 5.4 个百分点；与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
合作推出“农易贷”产品，已为 119 户农户提供“农易
贷”7844万元。

规范金融服务。积极开展上门办贷服务，各支行
成立综合营销团队，整村推进走村入户，上门调查，上
门办贷。“惠农 e 贷”等线上产品，三年可循环，随贷随
还，让广大农户感受科技服务的便利；加快“惠农通”
服务点建设，全市 848 个行政村中有 650 个行政村布
设“惠农通”服务点，安装转账电话加强科技赋能。截
至目前，通过“惠农通”服务点共办理业务 19.45万笔，
有效填补乡镇金融服务空白；扎实开展“服务升温”工
程，全行发放社保卡 136 万张，为 58 万农户办理养老
金代缴代发服务，县域网点走村入户为高龄、病残等
特殊客户群体上门服务 2000余次，在服务中彰显大行
担当。

办实事、出实招、开新局。面向未来，农行随州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胡三红表示，随州农行将以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立足本
职、服务基层，为发展献计出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不
断增强“赶路要紧”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用辛苦
指数换取随州的发展指数、人民的幸福指数、组织的
满意指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员干部学习党史、聆听党课、赴红色
圣地感悟初心使命、为民纾困解忧等，在农行随州分行
蔚然成风，有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为助
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奉献出农行力量。

强服务
优化环境增“亮色”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按照上级要求，提出‘要速
度更要质量、要时效更要实效、要固本培元更要守正创新、
要全面覆盖更要分层推进’，为抓实党史学习教育奠定基
础。”农行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胡三红说。

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该行成立了由党
委书记任组长的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为全行党史学习
教育扎实开展提供组织保障。领导小组成员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动员，并多次召开会议，
明确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成员单位的职责工作，以确保人人
有任务，事事有落实。

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出台办公室职责和各工作组工
作职责，做到了“组织机构、任务清单、办实事清单”三上
墙。各基层党组织实行“一把手”责任制，明确任务、统筹
推进，形成党委牵头、三级联动、全员参与的责任落实体
系，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推进。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班子成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论中国共产
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
历史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的篇目，先后组织专
题学习 8 次，开展交流研讨 6 次。并要求全行党员干部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原原本本学习中央、省委、市委
规定的内容，每月学一本书，撰写一篇心得体会。

人人都参学，发力在经常。随州农行坚持把党史学习
作为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政治能力的重大政治责任，通过
对内容、形式、专题、活动的严格把关，推进党史学习融入
日常、抓在经常。

以上率下带领学。分行主要领导亲自制定学习方案、
亲自讲授党课、亲自检查读书笔记，起到了“龙头带动”的
作用。各基层党组织在具体学习中，“一把手”参与、“一把
手”组织、“一把手”检查、“一把手”总结，充分发挥学习示
范作用，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形式多样丰富学。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现
场教学、现场讲解。把学习活动结合起来，认真开展“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重温入党誓词、党在我心中征文、老
党员讲革命故事、党的历史知识竞赛等活动，在保证人人
参学、全员覆盖的基础上，确保学习成效。

红色基地现场学。5 月 7 日，该行组织机关干部员工
100 余人，到田王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学党史 跟党走”
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观看文
史资料，聆听红军长征故事。在纪念碑前，全体党员面对
鲜红的党旗，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
了理想信念。纷纷表示，要将革命奉献精神融入到工作
中去，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与此同时，随州农行着力加强“三大阵地”建设，努力
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加强“文化阵地”建
设，打造“宣传有载体、展示有窗口、学习有园地、阅读有
场所、交流有空间”的党建文化活动室；加强“一线阵地”
建设，为党支部、图书柜添购书籍资料，切实将党史学习
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加强“网络阵地”建设，通过网点
LED 屏、微信客户群及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宣传党的知识、
传递党建动态，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

善作为
助力发展验“成色”

行程万里，初心如一；为学之实，固在践履。随着
党史学习教育在随州农行系统深入开展，全体党员干
部把学习党史作为推动工作前进的自觉遵循，将学习
成效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行动。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么大热的天你们还专程
上门帮我激活社保卡，农行真不愧是老百姓自己的银
行啊！”近日，随县安居镇范家岗村 81 岁的张婆婆，拉
着农行安居支行行长龙艳丽的手感激地说。这是随
州农行开展“学党史 办实事”的一个镜头。

今年以来，随州农行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中，以“为民服务解难题”为宗旨，坚持强化营
业网点优质服务，积极推进“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
快速启动“服务升温工程”，扎实开展“靓化网点”“暖
心厅堂”“爱心敬老”品牌创建，用实际行动解决百姓

“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
打造“暖心厅堂”一直是随州农行积极践行的服

务理念。该行积极响应市人行号召，在全行创建助
老、助弱、助农示范网点，高度关注特殊群体的金融服
务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配备无障碍服务通
道、紧急求助呼叫按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低位自
助设备、盲人专用通道，便利特殊客户群体到店办理
业务。柜台排队处，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残疾朋
友，设置了无障碍等候区，让银行服务更加有温度。

穿梭于随州农行每一个网点，便会看到穿戴整齐
的工作人员对客户笑脸相迎，热情服务。环顾厅堂，
LED 高清屏幕滚动播放着存款利率、反诈防诈等信
息；网点服务区可为广大客户提供免费茶饮、
书籍阅读、应急药箱等爱心服务；特色营销产
品区域十分亮眼，仿佛置身多元化的厅堂。

随州农行坚持从每一个细节抓起，打造
厅堂暖心服务，不断提高客户服务体验。对
全市网点招牌、灯箱、无障碍服务设施、便民
服务设施等 51 项硬软项目进行查漏补缺，集
中更换、维修、补齐，用心提升厅堂颜值，为客
户提供整洁美观、舒适温馨的服务环境。

为打通金融服务下沉社区“最后一公
里”，随州农行将银行“搬”到百姓家里，采取
背包下乡的方式，上门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8 月 5 日上午，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一位中年女性客户来电
询问丈夫社保卡未激活应如何办理，并告之

其丈夫因患病卧床，急等钱救命。网点负责人在了解
客户的详细情况后，迅速与客户经理一起到客户家
中，上门为客户代办手续。当天下午，社保卡激活成
功。

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将优质的服务送给每
一位客户是随州农行人的不懈追求。

4 月上旬，广水关庙支行深入各村解决偏远山区
年老体弱者因行动不便，无法到农行网点亲自办理社
保卡激活业务的问题。在各村委会的协助下，客户在
村党群服务中心集中操作，同时为部分无法前往指定
地点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活动中，80多岁的王大爷流着泪感激地说：“农行
的服务太好了，我和我老伴腿脚不便，眼睛也不好，子
女又不在家，工作人员居然到家给我服务，谢谢，真的
太谢谢了。”

电信诈骗，一直被群众深恶痛绝。随州农行进一
步筑牢安全防线，持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
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不断创新个
人涉案账户“3746 工作法”，即账户开立三必审、可疑
情形七关注、电子渠道四严控、后续管控六落实，出台
柜面拦截电信网络诈骗奖励管理办法，切实提高该行
员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积极性和有效性。4月下
旬，该行在反电诈工作中成功协助公安机关端掉一电
诈团伙洗钱窝点，受到市公安局致信表扬。今年以
来，该行柜面已成功拦截疑似涉嫌诈骗开户及转账事
件 10余起，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资金财产安全。

高站位
锤炼党性绘“底色”

▲ 开展“学党史 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

▲ 开展反电诈金融知识宣传

▲ 温馨亮丽的“暖心厅堂”

▲ 随州农行承办全市金融部门“反电
诈、反洗钱知识乡镇行”活动

以信仰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农行随州分行扎实推进“学党史 办实事”纪实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徐春平 李玉兰

▲ 随州农行举办庆七一“奋进新时代 逐梦新征程”演讲比赛

▲ 在红军纪念碑下重温入党誓词

▲ 金融支持农产品出口“春风行动”启动
仪式上，农行与农产品出口企业签约

▲ 党委书记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 到香菇加工、出口企业调研，提供金融服务

▲ 服务乡村振兴 打造领军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