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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协发[2018]6 号 

 

关于表彰 2017 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 

服务示范单位的决定 

 

各有关会员单位： 

为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彰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农合机构）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取得的工作成

效，充分发挥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农合委）平台的协同机制和引领作用，持续提升农合

机构支农支小服务水平和工作质效，树立农合机构普惠金融

服务标杆，2017 年农合委首次组织开展了农合机构支农支小

服务示范单位评估工作（以下简称双支评估工作）。 

为推动双支评估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示范

单位的先进性和示范性，在严格参考了协会百佳、千佳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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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评选标准和流程的基础上，农合委结合农合机构支农支

小服务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支农支小服务示范单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评估管理办

法）、《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服务示

范单位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评估工作方案）以及《中国银

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服务示范单位标准评

估体系 1.0》（以下简称评估体系）等相关评估文件，确保

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完整性。 

根据《关于开展 2017 年度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支农支小服务示范单位评估工作的通知》（银协发

【2017】122 号）中相关评估文件要求，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严格遵照中银协准备部署、农合委各会员单位和

地方协会组织实施、农合机构单一法人自评自荐申报、各省

联社初审推荐、各地方协会二审检查及理事会审议、农合委

复审等评估流程，层层把关、逐级选拔、好中选优，最终遴

选出 100 家农合机构单一法人。这 100 家获选的农合机构单

一法人是全行业支农支小服务典范，他们坚持支农支小定

位，不断创新支农支小服务产品，积极践行普惠助力民生，

充分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为表彰先进，发挥行业示范和引领作用，农合委决定授

予北京农商银行等 100 家农合机构单一法人（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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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 

服务示范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地区 推荐单位名称 

1 北京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天津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河北 河北唐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河北 灵寿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5 河北 河北涉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河北 隆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7 山西 山西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山西 山西临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山西 岢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0 山西 大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1 内蒙 内蒙古太仆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 内蒙 科尔沁左翼后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3 内蒙 和林格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4 内蒙 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15 辽宁 辽宁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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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辽宁 辽宁新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 辽宁 葫芦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吉林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 吉林 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黑龙江 黑龙江虎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 黑龙江 黑龙江五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 黑龙江 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 上海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 江苏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江苏 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江苏 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 江苏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 江苏 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 浙江 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 浙江 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1 浙江 浙江衢州衢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 浙江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 浙江 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 安徽 阜阳颍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 安徽 安徽祁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 安徽 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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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安徽 安徽界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 福建 武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39 福建 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0 福建 屏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1 江西 江西上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 江西 江西泰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3 江西 江西兴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4 江西 江西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5 山东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 山东 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7 山东 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 山东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 山东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河南 河南台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 河南 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2 河南 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 河南 河南兰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 河南 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5 湖北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 湖北 湖北英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 湖北 湖北利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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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湖北 湖北宜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9 湖南 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 湖南 湖南沅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1 湖南 湖南永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 湖南 湖南邵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3 湖南 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4 广东 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 广东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6 广东 佛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67 广东 广东四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 广东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9 广西 广西乐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0 广西 广西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1 广西 北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72 广西 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 

73 海南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74 重庆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 四川 通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76 四川 四川平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7 四川 四川苍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8 四川 南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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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四川 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 贵州 贵州湄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 贵州 贵州荔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3 云南 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4 云南 华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5 云南 威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6 云南 云南永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7 云南 宾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8 陕西 陕西平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 陕西 陕西西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0 陕西 陕西咸阳秦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1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92 甘肃 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3 甘肃 甘肃会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4 甘肃 甘肃临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 青海 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6 宁夏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7 新疆 新疆伊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8 新疆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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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新疆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深圳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