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普惠金融之道，走价值创造之路

上海农商银行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8 月 19 日,上海农商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挂

牌上市。作为总部位于上海、国内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整体改制成立的

省级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农商银行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在中国银

行业协会 2021 年度“陀螺”评价结果中，位列城区农商银行综合排

名第一。截至 2021 年末，全行资产规模稳步增长，突破 1.1 万亿元；

盈利水平持续提升，净利润超过百亿元；资产质量持续向好，稳居行

业前列，实现规模、效益、质量的均衡协调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上海农商银行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战略管

理，以“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为使命，围绕“打造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这一愿景，形成集团综合化服务效应，探索出

的一条践行普惠金融、聚焦价值创造的前行路径。

（小标题）关键字聚焦服务实体

在“普惠金融”战略主航道上，上海农商银行经过不断的实践总

结，聚焦一个个关键字，建立起一套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一个“农”字，是上海农商银行长期以来扎根的重点。该行聚焦

“三农”领域，以农为本，支农助农，积极开展业务创新，推出以核

心龙头企业为支点的“金融+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链

金融服务模式。围绕上海地区农业核心企业，上海农商银行利用其掌

握的与上下游客户交易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关资源，为其产业

链上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该行以上海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为切入，借助大数据风控手段以

及人工审核流程，为其在陕西洛川地区的下游苹果种植业客户提供授

信，用于购买该生物制品公司的有机肥，改良种植环境、优化苹果品

质、实现增产增收，同时回款偿还贷款，实现农户、苹果收购商、生

物企业、银行多方共赢。目前，上海农商银行已将此金融服务模式延

展推广至云南、安徽等对口交流合作地区，该核心企业的产业链项目

合作累计放款已近 4.7 亿元，惠及农民近 2万人，促进合作农户增收

约 1.5 亿元，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下一步，该行还将把产业链业务范

围拓展至乳制品、畜禽类、农产品批发等场景业务，相关储备项目意

向合作授信总金额超过 10亿元。

一个“科”字，是上海农商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特色领域。在服

务科技创新企业从“小”到“强”的成长过程中，上海农商银行围绕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致力于打造“鑫动能”客户全

周期、全流程、全价值链的的科创服务品牌。该行对科创企业在初创

期开始培育，独创“创投型”信贷机制，以“科创更前、科技更全、

科研更先”为特色，构建科技金融生态系统。

该行推出的“鑫动能”战略新兴客户培育计划，已形成“一鑫四

翼”围绕客户中心的服务模式。“一鑫”即“鑫动能”入库企业，“四

翼”即政府委办平台、风险共担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及行内各级部门，

力求实现各方力量整合、优势互补、资源集聚。此外，“银种子”“金

种子”“鑫种子”“拟上市”以及“已成熟”这一创新梯度培育体系，

将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至初创阶段科创企业，真正实现全生命周期覆

盖。

2021 年末“鑫动能”库内企业达 530 家，授信规模超 450 亿元，



其中成功培育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等重点上市企业 16家，56 家重点培育企业进入辅导备案阶

段。培育库科创企业孵化作用、高成长企业资本市场服务能力日渐显

现，全行科技金融快速发展。2021 年全行科技贷款余额近 530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近 49%。

一个“绿”字，是上海农商银行贯彻国家战略的新切入口。上海

农商银行确定了“打造长三角最具绿色发展底色的银行”的战略目标，

制定了 2035 年绿色金融远景目标及绿色金融发展战略，从自身节能

减排做起，推进全行能耗管理，到试点探索全国首家“碳中和”科技支

行；从强化绿色投资，不断扩大绿色债券自营投资规模，发放国内首

单 CCER 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到以“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全产

品服务”的“三全”绿色金融服务模式推动绿色产业大踏步前进。2021

年全行绿色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161%。

一个“民”字，是上海农商银行始终心系的社会焦点。该行“跳

出金融看金融”，2020 年，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民心工程为

切入点，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探讨普惠金融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

做法。以网格化赋能机制，按照“十四五”期间全市的加装目标，组

织全行对本市相关涉及街镇社区进行“地毯式、全覆盖”走访排摸，

创新推出居民加梯贷，解决居民支付加装电梯费用的需求；推出“楼

栋资金监管账户”，通过金融举措降低账户挪用风险；推出“鑫家园

卡”，实现电梯卡与银行卡绑定的“一卡通行”，电梯后期运行电费、

运营维护费可通过该卡代扣代缴。

截止目前，针对全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场景，上海农商银行已对

接加梯公司近 50 家，金融服务涉及 12 个行政辖区、超 70 个街镇、



近 200 个小区、约 500 台电梯，累计向十余家加梯公司发放普惠小微

贷款近 3000 万元；累计开立居民自治监管账户超 300 户，为超 1 亿

元加梯资金提供管理服务。

一个“沪”字，是上海农商银行的始终不忘的职责所在。作为上

海本土银行，该行积极支持上海五个新城建设，加快服务新城配套机

制建设，加大各类信贷资源支持，全方位支持新城建设。为“五个新

城”建设设立专项授信额度，十四五期间，意向安排总授信规模不低

于 2000 亿元，涵盖传统银行融资、债券承销、撮合交易、投贷联动、

金融租赁等。2021 年与“青浦区”“松江区”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重点聚焦新城内重大项目建设。截至 2021 年末，该行五个新城

内对公企业授信余额超 850 亿元，服务企业数近 5000 户。

上海农商银行更把金融资源向临港新片区倾斜。今年 2月 22 日，

该行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临港集团携手发布“上海农商银行临港新型国际贸易通”服务方案，

旨在促进临港新片区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

开放，并为服务区内新型国际贸易企业再添举措。

（小标题）党建筑牢发展基石

近年来，上海农商银行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于改革发展各方面全

过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动

力。

推动党建与业务发展共融互促。上海农商银行开展了一系列党建

系列学习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全行党员干部员工立足岗位实际，用好

规章制度，找准工作方向，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以锐意创新的勇气、



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凝聚成发展前进的底气，努力完

成全行年度各项经营发展指标。2021 年开展“岗位奉献，决胜元年，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党建主题活动，2022 年开展“坚定

跟党走，喜迎二十大”党建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持以党建带动企业文化培育。坚持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

手抓，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梳理、总结和提炼本行企业文化十

大要素，构建企业文化体系和框架，明确“尚德尚善、惠城惠民、至

精至勤、共愿共美”的企业文化核心精神，推进企业文化融入到思想、

沉淀在业务、落实到岗位、体现在经营、服务于客户、凝聚好员工。

加强民主管理，保障员工民主权利，关爱员工身心健康，用发展成就

员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

鼓励党建共建联建增强发展动力。通过党建共建联建的平台，

密切和共建对象的沟通联系，不定期地交流情况、总结经验、研究工

作，通过互联、互补、互动，突破传统的党建工作格局和工作方法，

打破单位制度封闭和条线管理的局限，使共建双方围绕共同需求、共

同利益、共同目标，联手共进、协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借鉴、

共同提高、共同发展，达到“党建引领聚合力，共建联建促发展”的

目的。

打造党建特色名片激活发展潜力。通过党建品牌的组织培育、

总结提升、选优推广，逐步形成具有特色、富有代表、示范明显的党

建品牌，通过品牌创建的过程凝聚全行发展共识，让品牌创建成效推

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形成以党建品牌促业务发展，以发展成效强党

建品牌的良好格局。目前，该行金山支行、浦东分行、宝山支行、徐



汇支行、青浦支行、松江支行、黄浦支行、闵行支行、嘉定支行已初

步形成本单位的党建品牌。

坚持党建创新战略管理模式。为实现新的跨越发展，推动规划

中的各项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执行落地，上海农商银行创新地将“目

标与关键成果法”（以下简称“OKR”）运用到新三年战略管理中，建

立起三级战略 OKR 任务传导体系及跟踪反馈机制，不断探索实施与

OKR 战略相匹配的考核评价，促进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推动全行价

值创造与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管干部挖掘内生动力。抓牢机制“市场化”和队伍“高

质量”两个关键，在“一体两翼三化四位协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下，深化“三能机制”，持续加强年轻干部梯队建设，为开创上海农

商银行战略发展新局面提供了较好的组织保障。鲜明树立“加大优秀

年轻干部使用、加强干部轮岗力度、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加强干

部培养锻炼”管理要求和用人导向；完善优化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人

力资源配置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人才为本理念，推动人才发展理念

从“俯看视角”向“陪伴视角”转变；完善形成竞争择优、能上能下、

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为更好推进各项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近年来该行加大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激发潜能、提升能

力、优化结构，高素质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小标题）金融践行社会责任

作为上海市属重点金融机构，上海农商银行践行普惠金融赋能

社会治理，以金融为能量之源，蓄润泽温暖之力，努力打造更加包容、

更具温度、更有担当的银行。



支援扶贫方面，上海农商银行精准发力。聚焦健康帮扶，2020

年 8 月，该行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 30 万元在云南马关县安排

了 2场公益体检项目，让专业医生、高端设备和顶尖临床技术移动到

最基层，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有效服务贫困地区，通过健康体检起到“早

发现”的目的，让疾病预防观念和措施深入贫困地区，提高群众健康

素养和健康水平，真正为贫困群众撑起脱贫“保护伞”。2021 年，

该行继续落实健康帮扶政策，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 60万元在

马关县等地开展 4场公益健康项目，为 420 余名当地居民提供健康体

检和诊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有效服务脱贫地区，努力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围绕金融帮扶，2017 年起，上海农商银行通过上海保交所、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吉祥安康”西藏日喀则五县农牧民意外伤害

保险公益项目，累计捐款 900 万元，为日喀则市 5 县 23 万余人（其

中近 6 万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提供不低于 86亿元的年度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保障，开创了“公益+交易所+保险”的精准扶贫模式，充

分运用保险低保费高保障的杠杆效应，为贫困地区人民送上关爱。该

项目获评中华慈善总会“2020 年度‘中华慈善品牌’项目”。

支持文体方面，上海农商银行对上海体育事业的支持从未间断。

根宝足球基地、东亚足球队、上港足球队、上海徐房“五人制”足球

队、2019“环意自行车赛”长三角洲公开赛……作为申城金融国企，

始终为“2025 年上海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贡献力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上海农商银行一直把支持上海女

足作为支持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重要载体。

秉持“由专业人做专业事”的理念，该行“不当上海女足的东家，而



是当好上海女足的娘家”，不参与球队内部管理，而是充分信任及肯

定球队管理人员、教练组对上海女足的日常管理工作及训练比赛决定。

在该行的支持下，球队建设力量不断充实和壮大，2018 年至 2021 年，

上海女足累计 30 人次入选女足国家队，为中国女足征战国际赛事做

出应有贡献，上海籍主教练水庆霞与 6名队员都是 2022 年第 20 届女

足亚洲杯夺冠功臣。

助力抗疫方面，上海农商银行更是不遗余力贡献金融力量。年

初上海疫情出现后，该行为助力企业纾困快速推出“20 条普惠金融

举措”，设立 200 亿元纾困贷款和 100 亿元市区两级保供专项融资。

全市首发的“战疫融资直通车”以“线上扫码”服务模式在短短 3 个

月时间内，与近 2500 户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意向总授信金额近 140

亿元。

同时关切民生保障，一方面心系市民放心菜、安心粮，充分挖

掘自身“三农”资源优势连接沪上 100 余家保供企业与社区居委、百

姓，推出“心家园”社区物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对于受疫情影响的

个人贷款客户、信用卡客户提供临时延期还款服务，为发生逾期的客

户调整征信逾期记录及减免罚息。

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后，上海农商银行牢

牢把握“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第一

时间出台 18条金融方案全力护航复工复产。同时始终将满足客户金

融需求摆在首位，打通难点堵点，5月 12 日，上海农商银行金山朱

泾支行成为全市首家复工复产网点，之后该行又在崇明、奉贤、普陀、

青浦、松江、嘉定等区逐步开放网点，且均为区内首家（批）恢复营

业的银行。6月 1 日后，随着临柜金融业务高峰的到来，为全力保障



市民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该行以服务窗口“应开尽开”、延长营业

时间、提前预约发号等八项举措提升网点服务效能，切实解决市民“急

愁难盼”的问题。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和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之年，作为上

海地区城乡金融服务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上海农商银行将继续开拓创

新，把凡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通过金融赋能实现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追求向往的领域，作为自身的战略主航道，秉持金融向善的理念，

以求行稳致远，成为普惠金融真正的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