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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
富农民必须富。

在我国即将进入“十四五”时期、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重要历史交汇点，刚刚在京举行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
明确信号：“三农”工作在新征程上仍然
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
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全局出发，深刻阐释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
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科学回答了
在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进一步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做好新时代“三
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质
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
看“三农”工作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标志性工程，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

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
措，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
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经过8年持续
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重大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
重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在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
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
势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
革的特殊时刻，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

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党务必充分
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
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
村。”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历史和
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
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

“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
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清醒认
识到，尽管“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就，但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

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
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
矛盾的集中体现。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
农 ”基 础 是 应 变 局 、开 新 局 的“ 压 舱
石”。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
的大国来说，“三农”向好，全局主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应对世界大变
局的战略举措，也是我们顺应国内发
展阶段变化、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
棋。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
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级
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强化机遇
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真抓实干做好新发展阶段“三
农”工作，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
一年。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
命光荣、任务艰巨。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
事，扎实做好“三农”工作，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 100 周年，确保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胸怀两个大局 做好“三农”工作
——论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擘画
蓝图。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大家认
为，要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真正让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30日上午，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
合镇三星村党委书记杨坤山与村民们边
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边谋划着
村里明年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消除了
基层干部群众的‘后顾之忧’，特别是提
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等举措，增添了我们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进军的信
心。”杨坤山倍感振奋。

三星村原是个贫困村。近年来，村
里探索开展多种特色农业，实现了“村出
列、户脱贫”。今年，村集体收入有望突
破300万元，村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
高”。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总书记要求，
科学谋划乡村振兴工作。目前，村里正
和省外科研院所洽谈建立联合育种基
地，筹备建设年产量4万吨的有机肥厂，
力争早日把三星村建成乡村振兴示范
村。”杨坤山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
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
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今后的工作重心是把发展起来的
产业巩固好，不断提高村民的收入。”谈
起脱贫后的工作，吉林省榆树市刘家镇
永生村党总支书记王艳凤信心满怀，“未
来村里要形成榛子、红菇娘种植和家禽
养殖几个特色产业，在增加村民收入的
同时，吸引更多青年人返乡创业，参与乡
村振兴。”

产业发展是农民增收的长远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作为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
一。

30日一早，在河南郸城县城郊的连
杰农机专业合作社院里，合作社理事长
王连杰正和几个年轻人，顶着寒风、热火
朝天地检修拖拉机。

“回乡创业，是我作出的正确选择！”
学习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王连杰
难掩心中激动，特别是回想起几年前大
学毕业后自己坚持回乡创业的经历，王
连杰感慨道，“当时就是看准了农业科技
化、现代化的方向。”

“总书记提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
大，这是我们未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
向。我们要整合优势资源，促进产业提
档升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
益。”王连杰说。

“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
生产年年要抓紧。”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粮食
生产问题。

河南省商水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刘天华最近总在琢磨未来“种什
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心
里更有底了。

最近几年，刘天华带着农民尝试种
植优质小麦，辐射带动4000多农户。“下
一步，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
产的要求，明年加强与农科院深度合作，
打造自己的农业品牌，提升农产品价值，
让老百姓在种地上获得更多的实惠。”刘

天华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党的

全面领导，离不开扎根基层干实事的
干部。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增强了我们基
层干部扎根农村的决心和信心。”贵州省
龙里县洗马镇党委书记蒋光燕说，“随着
乡村振兴的推进，未来农村会成为一个
广阔的大舞台。”

蒋光燕说，我们要主动作为，带
领群众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壮大
村集体经济，激发农民热爱农村、美
化乡村的热情，以实际行动推动乡村
振兴。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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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伴您 消费无忧
为保障居民消费，中国农业银行倾情提供多款个人消费贷款产品。助您足不出

户，线上便捷消费。中国农业银行目前有教师e贷、医护e贷、记者e贷、白领e贷、
工程师e贷、公务员e贷、教练e贷、科研e贷、司法e贷等消费类贷款。

浓情助商 e路相随
中国农业银行目前有烟商e贷、药商e贷、教育e贷、通讯代理商e贷、房抵e贷、

商户e贷、退役军人助业e贷、旅游e贷、户外e贷、油气e贷等经营类贷款。

◆以上贷款产品政策及内容随监管部门和农总行相关政策调整而调整为准，活动详情及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所有。

海南农行
“梧桐贷”服务团队名单

海 口
江东分行 陈经理18876178869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55
号农行南海支行

江东分行 蔡经理 18889264807
省行营业部 符经理 13907593721

海口市明珠路2号海南省
农行营业部

省行营业部 陈经理 13518060981
海秀支行 黄经理 18089770396

海口市海秀中路106号
海秀支行 陈经理 18193184388
龙华支行 符经理 66273616

海口市龙华路16号
龙华支行 吴经理 66119755
南航支行 刘经理 15308990281

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
南航支行 陈经理 13907686678

三 亚
三亚分行 林经理 13136096396

三亚市解放路561号
三亚分行 冯经理 13178952109

其他市县
个人信贷部 薛经理 8608951554

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

一、贷款对象
我省引进的，经省级职能部门认定的

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
才、其他类高层次人才，全日制硕士、本科、
大专毕业生，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的人才、引
进的总部企业人才及机关事业单位人才。

二、贷款利率优惠政策

按农行最优惠利率执行，目前：
（一）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按相应期

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
（二）二套房贷款利率：最低按相应期限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60bp执行。
（三）优惠利率随监管部门和农总行

相关政策调整而调整。

三、申办材料
除了提供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材料

外，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1.总部企业在“联席会议”办公室

（即商务厅）备案证明；2.总部企业工作证
明；3.全日制硕士、本科、大专毕业证书，或
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技师及以
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证书。

（二）高层次人才按揭的，提供以下资
料：

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认
定办法》、《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
类标准（2020）》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含“候
鸟”型人才）证明。

（三）机关事业单位人才按揭的，提供
以下资料：

国家机关、中央驻琼单位、事业单位、
法定机构出具的工作证明。

（四）其他《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涉及人才按揭的，提供以下资料：

经省委人才发展局、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科研院所等引才、用才单位机构出
具的相关证明。

四、联系办理
符合上述条件的客户，可联系我行客

户经理办理我行已准入的楼盘或二手住
房贷款，我行将提供最优的利率。

公务员安居贷

“公务员安居贷”是针对全省公务

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员

工）推出具有专属利率优惠的个人住房

贷款。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在购买农行已

准入的楼盘或二手住房时可申请办理。
贷款利率：1. 首套房贷款利率：

LPR+15BP;2. 二套房贷款利率：LPR+
60BP;3.利率随监管部门和农总行政策
调整而调整。

支持人才引进 助力自贸港建设

农行“梧桐贷”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梧桐贷”是海南农行为我省引进人才提供的，在申请农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给予的专
属利率优惠服务。引进人才在购买农行已准入的楼盘或二手住房时可向农行申请“梧桐贷”。

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你

房抵e贷
动动手指，让你的房产活起来

“房抵e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
业主、工薪阶层人士等个人客户推出的房产
抵押类线上个人经营及消费的信贷产品。

用途广：经营消费，满足多样需求。
额度高：经营额度最高1000万元，消费

额度最高500万元。
期限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

办贷流程:
1. 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房抵

e贷”；2.填写申请金额、贷款用途、添加房产信息；3.
提交到指定机构，客户经理会主动与您联系。

烟商e贷
资金无忧，从“融”经营

贷款对象：烟草公司下游烟草经销商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

信；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环
使用。

药商e贷
当你需要，我随时都在
贷款对象：医疗器械、药品销售商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
户预授信；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
额度循环使用。

商户e贷
农情易融，惠及万家

贷款对象：专业市场、商圈、卖场等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客户群体。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

信；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
环使用。

教育e贷
教育浇灌未来，启航就从现在
贷款对象：民办教育行业或教育相关用
品经营者。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环
使用。

通讯代理商e贷
e点就通
贷款对象：助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等通信公司经营通信业务的代理商。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 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

预授信；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
度循环使用。

旅游e贷
你带他踏上探索世界之路，我带你
开启产业升级之门

“旅游e贷”是中国农业银行面向
旅游行业个私业主提供的纯信用线上
个人经营贷款产品。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环
使用。

户外e贷
你陪他踏遍山川湖海，我一路伴你
搏出精彩

“户外e贷”是中国农业银行面向
户外运动相关产业个私业主提供的纯

信用线上个人经营贷款产品。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2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环
使用。

油气e贷
加油的人也在加油，总有人和你一
起奋斗

“油气e贷”是中国农业银行面向具
有成品油、加成品油和加气零售资格的民
营加油站、加气站经营者提供的纯信用线
上个人经营贷款产品。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信；2.

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环使用。

退役军人助业e贷
指尖轻松借贷，智享无限未来

“退役军人助业e贷”是向海南省
内优质自主择业退役军人发放的个人
创业或个人经营线上场景化贷款业务。

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最长2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循环
使用。

集团e贷
提前遇见精彩，享受超级生活

“集团e贷”是指农业银行向符合特
定条件的农业银行个人客户发放的，由
客户自助申请、快速到账、自助用信的小
额消费贷款。

一、产品特色

1.易操作。掌银自助申请、实时审批、快
速放款、即时入账。

2.可信用。无须担保即可办理。
3.额度高。额度最高50万元，30万元以

下自主用款。
4..期限长。贷款期限最长5年。

二、目标客户：

以下单位的正式员工：
1.国家党政机关。
2.财政统发工资或具有公益性质（学校、

医院等）的事业单位。
3.优质系统性法人企业（银行、证券、保

险、烟草、电信、电力、石油、邮政、铁路、航空、
交通管理等）。

4.知名上市公司或与我行有长期合作
单位。

三、办贷流程：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

料，对客户预授信；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
时到账，额度循环使用。

农垦e贷
为勤恳的你保驾护航

“农垦e贷”是指农业银行向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的正式员工发放的，由借款人自

助申请、快速到账、自助用信的小额消
费贷款。

一、产品特色

1.易操作。掌银自助申请、实时审批、快
速放款、即时入账。

2.可信用。无须担保即可办理。
3.额度高。额度最高50万元，30万元以

下自主用款。
4.期限长。贷款期限最长5年。

二、目标客户：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的正式员工。

三、办贷流程：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
料，对客户预授信；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
时到账，额度循环使用。

共赢春天，行动筑梦
农行个人贷款“贷”来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