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金陵惠农贷”，
助力现代农业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全国创业
创新热，近几年，乡村呈现了一种
新的景象，即许多“新农人”回农村
进行创业，承包土地，建立家庭农
场和专业合作社，运用科学计划、
智能管理等先进理念和技术，打造
现代农业。

为促进和支持南京市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支持
现代农业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紫金农商银行与南京市财政
局、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合作，创新
“金陵惠农贷”产品，产品致力于向
南京市新型农业主体（龙头企业、
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发放的用
于满足其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的低
利息纯信用贷款，解决了其融资
难、融资贵，缺少抵押物的问题。
至今为止，该产品已服务于南京市
龙头企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共计
1941户，累计发放贷款30.38亿
元，与南京市新型农业主体合作率
达到50%，为农村产业升级、乡村
兴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的
金融支撑。该产品于2016年获得
南京市金融创新一等奖。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南京上坝
鲜果蔬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负责
人徐先生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各

大农贸市场延迟开放，他的170亩
蔬菜水果销售遇阻，芦蒿、蔬菜、青
菜等在田作物没能及时销售，由于
资金链吃紧，他雇的当地十多个农
民工资也无法正常发放。而春耕时
节步步逼近，春节蔬菜的农业物资
也等着批量采购，还差几十万元。
“急啊！农时哪儿能禁得住等！”

他向紫金农商银行申请“金陵
惠农贷”后，一周左右他的50万元
贷款就到账了。“这次贷款又快又
好，本来惠农贷利息就低，现在疫
情期间，又有贴息，还省了好几
千”。像南京上坝鲜果蔬专业合作
社这样的客户，只是众多受益于
“金陵惠农贷”的客户之一。

创新“省农担”，扩大
服务覆盖面

金陵惠农贷仅能满足入围南
京市新型农业主体名单的客户，紫
金农商银行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一个客户不落，只要客户有需求，
紫金农商银行就尽力满足，“省农
担”业务就应运而生。

省农担业务主要为紫金农商
银行与江苏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合作，致力于向以粮食生
产、畜牧水产养殖、菜果茶等农林
优势特色产业，农资农机、农技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田基础设施，
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项目，以及家庭休闲农
业、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态为服务
对象的小微企业发放的低利息纯
信用贷款。该产品有效扩大了支
持现代农业的覆盖面，为合法正规
正常经营农业一二三产业客户解
决了缺少抵押物融资贵的问题，有
效带动了农业小户的脱贫致富工
作。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发放贷
款达4.3亿元。

南京市浦口区徐顺兴养殖场
共租地面积约有 152.51 亩，自
2019年之前都是用于水产养殖。
2019年以来，开辟了约20亩地用
于苗木种植。苗木从栽种到成熟
一般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出售了，价格从一般成本的几十块
钱，到3年出售的上千元，利润较
为可观。2020年初，由于经营需
要，紫金农商银行向其发放100万
元“省农担”。贷款利率低、额度
大、期限长、审批快等优势获得农
业从业主体的青睐。

发展“系列民生产品”，
注重精准扶贫

“金陵惠农贷”“省农担”更多
支持农业产业，以产业助力脱贫攻
坚战，带动个人脱贫，而紫金农商
银行还有许多创新产品。

例如“绿能贷”为更加注重个
人精准扶贫，致力于为农户安装分

布式光伏发电站而提供10年期的
低息信用贷款，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发电，不仅可用于家庭自用，余电
还可以用来进行农业生产，并入电
网进行销售，有效实现节能降耗，
给农民增收节支，符合国家大力推
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号召，对于家乡
发展清洁环保能源，建设美丽乡村
和“强富美高”新南京具有积极作
用。截至目前，绿能贷已累计放款
近2000万元，并获得2018年南
京市金融创新奖。

只要放款，就可享受政府贴
息，“扶贫贴息贷”为紫金农商银行
与南京市浦口区扶贫基金会推出
的创新产品。紫金农商银行在充
分调查了解浦口区扶贫基金会扶
贫贴息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进行开发：浦口区扶贫基金会根
据当年扶贫工作需要，向紫金农商
银行推荐扶贫贷款对象，客户经理
进行客户风险调查，根据客户实际
情况，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为扶贫
对象发放贷款，正常收取利息，客
户持银行利息收取凭证可向扶贫
基金会申请贴息。

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扶贫
类贷款，本产品是专项金融支持当
地的扶贫工作，是一款结合地区实
际特色的创新产品，体现了紫金农
商银行专注支农支小、立足本地的
本源。紫金农商银行自2007年以
来即与浦口区扶贫基金会、各街道

扶贫分会对接，共同开展金融精准
扶贫，合作十余年，累计投放扶贫
贷款3.3亿元，累计带动两万余户
农户及低收入户脱贫致富。

南京晟泰沅农牧发展有限公
司位于浦口区永宁镇高丽村，该企
业主要经营生猪养殖；苗木、蔬菜
种植、加工、销售；水产品养殖、销
售；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是浦口
区政府大力扶持的农业企业，也是
浦口区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南京市万头生猪
养殖基，同时还是浦口区扶贫基金
会特邀副会长单位，企业在聘请固
定人员外，在繁忙季节聘请本地居
民从事临时性工作，为本地居民增
收，在为浦口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
机会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该企业
与紫金农商银行合作近10年，目
前贷款余额400万元，紫金农商行
一直以来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
扶企业持续向好经营，此外紫金农
商银行江北新区分行行长为浦口
区扶贫理事会成员，坚持为扶贫协
会内南京晟泰沅农牧发展有限公
司、南京简诺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副
会长单位提供金融支持，为区域扶
贫事业添砖加瓦。

展望明天，未来会更加美好，
紫金农商银行会坚定不移走金融
支持扶贫脱坚工作，融入到脱贫攻
坚事业中。 通讯员 童勇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敏

1、龙 蟠 科 技 （603906） ：
2020 年 1 月至 9 月，营业收入
13.7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52.1%。

2、泉峰汽车（603982）：2020
年1月至9月，营业收入9.10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1%，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6276.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3.75%。

3、大千生态（603955）：2020
年1月至9月，营业收入6.5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0.6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13.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1%。

4、红太阳（000525）：公司预
计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亿—1.48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18%—
62.92%。基本每股收益：盈利
0.186元/股—0.2548元/股。

5、南京公用（000421）：2020
年1月至9月，营业收入58.9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5.2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3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362.96%。

6、金陵药业（000919）：公司预
计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91万元—
99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8%—
702% 。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盈 利
0.1407元/股—0.1970元/股。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 整理

结构和产业驱动比
宏观驱动更重要

博时基金分析师认为，大类
资产方面，趋势上，经济持续修
复、社融逐渐触顶但预计回落相
对温和、国内改革政策和战略布
局依然对风险资产有支撑。与此
同时，不确定性在短时间内对风
险偏好形成扰动。从股债风险溢
价、股市赚钱效应以及信用风险
调整后的收益率衡量的市场性价
比等交易因子看，股市系统性的
相对收益弱化，结构和产业驱动
比宏观驱动更加重要。

固收方面，信用票息仍占优，
可适当拉长久期，可转债以三季
报为引导，板块配置再平衡，关注
“十四五”主题。权益结构方面，
科技动态估值落至历史低位，重

视政策催化。当前电子板块动态
PE已罕见低于食品饮料，科技核
心资产已具备较好的赔率。导致
科技股估值调整的外部冲击虽然
会长期持续存在，但市场的反应
会逐渐钝化。

建议以产业为主线
进行投资

博时基金分析师表示，配置
原则上，对四季度来讲，宏观场景
仍然有利于风险资产，区别在于
流动性驱动让位于改革带来的内
生增长，结构重于总量。以产业
为主线的前进之路不仅是四季度
的投资逻辑，更是未来一年的指
导思路。

权益风格方面，科技风格动
态估值落至历史低位，重视政策
催化。周期风格持续性具备，但

四季度前期动力不足。中长期指
标显示消费品已进入低性价比区
域，需要时间消化高估值，适当参
与估值调整到位的核心品种。金
融风格估值或小幅修复，缺乏景
气和政策拐点。

债券结构方面，信用债挖掘
高静态吃票息的策略依然是主要
策略，随着短久期的价值挖掘已
较为充分，适当关注中长久期的
信用债配置价值。四季度利率债
具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不过，国
内经济仍处于渐进修复的趋势之
中，在没有极大的外部冲击下，货
币政策转向宽松的可能性也不
大。可转债关注优质新券进场机
会，板块上静待核心资产价值修
复机会。（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
作为投资决策依据。投资有风
险，入市需谨慎。）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

四季度债市利率上行空间有限
市场波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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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农商银行创新产品助力脱贫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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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剩余的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这无疑让脱贫攻坚战难
度加大，任务加重，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加。脱贫攻坚就是使命，疫情防控就是责任，紫金农商银行按照党中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快速行动，积极践行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创新创优民生信贷
产品助力脱贫，打好脱贫攻坚战。

日前，博时基金发布2020
年第四季度宏观策略报告。报
告认为，四季度前期权益市场
波动风险较大，债券有一定的
交易空间。国内外需求都还有
一定的修复空间，国内股市的
估值有所消化；经济回升趋势
改善，第三季度部分港股顺周
期板块开始有明显超额收益，
可继续关注中游顺周期板块的
估值修复行情；当前债券整体
对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预期已经
较为充分，四季度债市利率上
行空间有限，市场可能波动特
征比较明显。行稳致远，重视
周期和科技成长板块表现机
会，或可关注电气设备、机械设
备、计算机和传媒等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