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年来，常州农行人始终立足服
务经济的大局，找准支持实体经济的
切入点和结合点，增投入、调结构，助
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从乡镇企业崛
起，到民营经济壮大；从城市基础建
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常州经
济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常州农行都
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从常溧高速、新孟
河拓浚工程、武进高新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到天合光能、常发集团……一大
批省市重点项目、龙头企业背后，都有
常州农行的支持相伴。

“我记得在我们公司刚刚创建的
1998年，常州农行就成为我们第一个
合作的银行。2009年，又牵头组建了
当时常州地区最大的银团贷款，给予了
我们一个较大的授信，支撑了天合。后
来几年，天合每年以百分之三百左右的

速度增长，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农行
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天合光能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感慨道。

全国农行首个PPP养老地产项
目、首笔工商物业贷，全省农行首笔农
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质押贷
款，全省农行金额最大银赁通保理业
务……一笔笔首单首笔背后，都是常
州农行人敢闯敢试、干在实处的缩影。

为了深入服务“常州智造”，常州
农行出台专项信贷支持方案，在优化
金融服务、深化金融创新、提高审贷放
贷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上下功夫、花
力气，进一步加大制造业信贷支持力
度，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至2018年
10月末，常州农行制造业贷款总额
148亿元，比年初新增超10亿元，占全
部贷款增量的16%。

小微兴则实体兴，小微强则实体
旺。常州农行紧紧围绕常州中小企
业众多的实际，不断创新产品和机制
流程，提效率、降成本，全力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2012年
成立常州市首家科技支行、系统内创
新小微信贷工厂服务、推广“微捷贷”
线上产品……近年来，常州农行小微
金融服务连续保持系统和同业前列，
2016年还被评为“江苏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先进单
位”，成为全省农行系统和全市银行
业唯一获此荣誉的银行。至2018年

10月末，全行普惠客户总数3369户、
贷款总额45亿元。

为提高小微企业服务效率，常州
农行积极“简政放权”，全行所有网点
都有小微信贷调查权限，市分行一次
审查审批、限时办结。“现在农行的放
款很快，一个符合条件的新客户，准
备好材料，最长7天时间，贷款就能到
账。像我这样转贷的客户，基本当天
就能到账。”西夏墅镇早期从事刀具
产业的常州肯达工具有限公司董事
长金建兵对此感触颇深。

为加快普惠金融服务由过去传

统单一、零散的服务模式向批量、专
业、高效发展模式转变，常州农行积
极推进“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运作
新模式，针对地方优势行业、特色产
业、产业集群以及成熟专业市场内的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制订个性化
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放宽权
限，实施名单制管理、表格化审批、批
量化运作。今年以来，已形成孟河汽
摩配件、智能微电机产业集群等10个
小微集群和江苏凌家塘市场等3个专
业市场服务方案，授信总额达30亿
元，现已投放6.6亿元。

敢为人先谋发展的背后，是常
州农行党组织坚强的战斗力。常州
农行坚持把党建融入经营管理、队
伍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筑牢发展的“根”
与“魂”。一代代常州农行人汲取了
改革明星城市的精神和动力，自强
不息，团结拼搏，铸就了“和谐、担
当、创新、争先、法治”的团队文化；
1300多名党员、183个基层党支部，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打造了坚强
战斗堡垒；一批批先进模范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诠释了劳模精神和工
匠精神。辖内7家一级支行已有6
家先后成功创建市级文明单位，其
中武进支行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
明单位”。

2017 年 12 月，在《挑战不可
能》舞台上，来自常州农行的王东云
成功挑战“左右双耳同时听音识别
单指单张和多指多张点钞张数”，向
全国人民展现了她登峰造极的点钞
技艺，震惊评委和全国观众，成了常
州人的骄傲。

全国农行点钞冠军、央视“状元
360”超级银行柜员冠军、全国女职
工建功立业标兵、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农业银行60年风云人物……
面对荣誉，王东云说：“这不仅仅是
我个人的，也是对团队、对农行服务
的一种认可。点钞技能不是凭空产
生的，它是划破了手指、染红了练功
券、磨平了指纹练出来的；农行品牌
不是奖杯换来的，它是农行员工用
心服务、用老百姓的口碑打造的；农

行匠心不是一个人成就的，它是老
信贷员的执着、老会计的坚守……
代代传承共同沉淀下来的。”

2013年，常州农行成立了“王
东云劳模创新工作室”，定期组织开
展岗位练兵活动，为青年员工成长
成才搭建平台。在王东云的传帮带
下，常州农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
青年技术骨干。其中，2012年才进
入常州农行工作的青年员工车毅，
在王东云的悉心指导下，先后获得
了全国农行第五届业务技术比赛

“单指单张”点钞第一名、央视《中国
大能手之点钞强人》冠军，成功创造
了“30秒蒙眼手动点钞”世界吉尼
斯记录，2017年更是喜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师徒二人同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成为了全国金融史
上的佳话。

2017年，该工作室被中国金融
工会命名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优
秀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创造了
江苏省金融系统的第一。2018年，
常州农行青年员工代表队收获了全
省农行青工赛冠军奖杯。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锲而不舍
的进取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之
于农行，是专注，是创新，更是担当与
情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征程中，常州农行将秉持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主动融入、提升质效，更
加精准服务常州“六个高质量”发展
和工业明星城市建设，倾情助力全市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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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因农而生，服务“三农”是农
行的使命职责。长期以来，常州农行
始终按照增速高于全行平均的要求倾
斜配置“三农”战略资源，聚力实施农
村产业融合、美丽宜居乡村和城乡化
建设、县域幸福产业、“三农”绿色发展
等“七大行动”，为乡村振兴贡献农行
力量。近年来，涉农贷款平均每年增
加16亿元以上，至2018年10月末，
涉农贷款总量近200亿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常州
农行围绕“农田水利、绿色农业、美丽

乡村、绿色城镇”四大主题，着力加大
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
供给，同时以金农贷、农家乐贷等特色
产品为抓手，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激发农村绿色经济活力。近两
年，新投放水利贷款31亿元、城镇化
贷款35亿元，服务不仅覆盖了41家
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
支持了346家专业大户、171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和55个家庭农场。

为打通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常
州农行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心血，

36个大集镇实现人工网点全覆盖，建制
镇周边乡镇金融便利店和离行式自助
银行全覆盖，全市566个行政村“惠农
通”机具全覆盖；组建“三农”服务团队，
走村串户，与村委会结对子，聘请服务

“三农”高级顾问，让农民熟悉的人、身
边的人为农民服务；推广“惠农便捷贷”
网络融资业务，破解“三位一体”信用难
题，每个农户通过手机即可线上申请受
理、审查审批、用信还款，最高可办理10
万元信用免抵押贷款，今年已信贷支持
农民创业和消费超过2亿元。

1983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
常州市支行成立。

农行常州分行大事记农行常州分行大事记

16个人成立之初

198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
常州市支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
常州分行。

1989年9月，常州农行设立
国际业务部并正式对外营业，由
单一人民币业务向本外币业务一
体化经营转变。

1996年9月，农业发展银行
常州市分行从常州农行分设成
立，常州市农村信用社与常州农
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常州市农
村金融体制“一分一脱”改革全面
完成。

200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
常州分行随总行股改名称变更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2015年6月，根据常州市行
政区划调整进行营业机构整合，
金坛市支行更名为常州金坛支
行、常州城区支行更名为常州钟
楼支行，2016年4月戚墅堰支行
更名为常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并
对相关营业网点的隶属关系进行
调整，更好地对接、服务常州区域
发展。

不忘初心 深耕龙城

1983年3月，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常州农行成立。从最初借用其他单位会议室办公，到成为常州地区网点网络覆盖最广、服务
功能齐全、经营实力雄厚、品牌形象良好的一流商业银行，35年来，一代代常州农行人砥砺奋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绘就了与地方经济同生共荣、与广大客户相伴成长的华彩蓝图。截至2018年10月末，该行各项贷款总量突破750亿元，同时
通过银票、保函、信用证、内保外贷、租赁等多种途径增加融资85亿元，充分发挥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国家队”“主力军”作用。

融资融智 发力普惠

履责担当 情系三农

客户至上 锐意创新

守正出新深耕龙城 匠心传承引领发展
改革开放40周年 农业银行常州分行

“建行的时候只有6个人，1983
年底也才16个人，到上世纪90年代
我们发展到1484个人。”已80岁高龄
的常州农行原行长颜正荣，谈起当初
农行艰苦创业取得的成绩，仍是一脸
自豪。“我们在全省第一家成立了保管
箱业务，ATM机是我们在常州第一
个有的，我们的智能化大楼在常州金
融系统内是第一家建起来的……发展
的速度应该是很快的。”

如今，常州农行在职员工2100多
人，有武进、金坛、溧阳、天宁、钟楼、新
北、经开区7个一级支行，125家基层
营业网点，成为目前常州地区网点最
多、自助机具布放数量最多、客户群体

最广泛的国有商业银行。
常州农行人血液里流淌着“好学”

基因，从成立之初的只能办理现金收
支、存贷等简单业务的专业银行到如
今涵盖本外币、移动交易、投行、理财、
保险、租赁等多领域的全能型银行，每
一次跨越，每一次转型，都倾注了农行
人的心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农行就找
我们合作。一开始我们还有顾虑，惯
性地认为农行还能做国际业务？”常州
大华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徐洁坦言，“刚开始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之后农行凭借专业的技术、丰富的
产品以及优质的服务，为我们提供了

全面的跨境金融综合服务”。从1989
年起步，到2013年国际结算总量首次
突破100亿美元；从简单的结售汇业
务，到成功开办常州市首例跨境资金
池业务；从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外
资，到外汇贷款总量同业第一……常
州农行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实
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为了让广大百姓及时享受到高效
优质的移动金融服务，常州农行2002
年推出网上银行业务，2006年推出手
机银行业务，到2015年该行掌银客户
突破100万户，2017年在常州设立了
全国农行首个智能轻型化网点，并率先
实现了“刷脸取款”营业网点全覆盖。
如今常州农行借助金融科技实现了多
方位、多渠道的服务创新，在移动端，不
仅可随时随地办理各类账户查询、转
账、基金、理财、缴费、第三方存管等业
务，而且还提供吃、喝、玩、乐、购等多种
应用场景，如交通罚没款代缴、中石化
加油卡充值等特色手机银行服务做到
了人无我有，美食优惠、一元观影等线
上线下众多互动优惠活动受到了广大
客户欢迎。去年以来还推出了个人、小
微企业的线上专属贷款——“网捷贷”
和“微捷贷”，全线上申请审批，无需担
保、随借随还，方便快捷。今年通过网
银、掌银已发放个人贷款4922笔、金额
6.24亿元，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90笔、
金额3871万元。

1 支笔、1 张纸、1 只算盘是当时
农行柜台员工办公环境的真实写照。

党建引领 匠心传承

本版策划 徐杨 农萱
本版撰稿 徐杨 农萱
本版供图 农业银行常州分行

1986年6月，农行总行领导来常州检
查工作。图为参观武进侨联毛纺厂。

服务现代农业企业。

支持常州
刀具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

2018年“王东云劳模创新工作室”全新升级亮相。

目前常州农行有77家支行125125个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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