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4日上午，庙
下镇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对
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部署。镇
班子成员、各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各包村干部、民政所、扶贫
专干等9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5月2日汝州
市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对
贫困户的重新识别、精准识别
认定及建档立卡进行了现场培
训，要求对现有的贫困户进行
重新复核，对漏登的贫困户重
新纳入，严格按照“一进二看三

算四比五议六定”工作法，精准
识别贫困户，按照“定量和定
性”相结合，综合考虑“两不愁
三保障”退出已录入的贫困户。

镇党委书记薛通文对下步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强调，脱
贫攻坚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
荣。精准识别和退出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要求严，各工作片、
各行政村要进一步提升认识，
强化举措，把握时间节点，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 5月5日，温泉镇
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镇领导、
副股级以上干部、各村第一书
记、包村干部和村两委主干共
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
达了《河南省扶贫对象精准识
别及管理办法》，要求全体与
会人员吃透会议精神，按照会
议要求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镇党委书记刘廷跃就脱贫
攻坚工作提出要求：大力宣传，
营造浓厚氛围。利用广播、宣
传册、微信平台等宣传中央、省

市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部署和
政策举措，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和先进典型，营造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浓厚氛围；建档立
卡，实现精准识贫。建立贫困
村、贫困户信息档案，做到户有
卡，村有册，建立精准扶贫电子
信息系统。强化措施，拓宽脱
贫路径。全面准确掌握贫困户
基本情况，深入分析研究，因地
制宜、因户施策，实行差别化扶
持、精准化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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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庙下镇再行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梁睿拓

骑岭乡：脱贫攻坚再发力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本报讯 5月5日上午，骑
岭乡召开脱贫攻坚“回头看”工
作推进会，对脱贫攻坚工作进
行再部署。乡班子成员、各村
两委干部、包村干部、各站所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副乡长王静敏传达
了全市扶贫攻坚会议精神，讲
解了扶贫对象如何精准识别及
如何针对致贫原因精准帮扶；
要求各村对扶贫工作“回头
看”，对现有贫困户完善资料进
行重新复核，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户通过“一进二看三算四比
五议六定”的标准重新纳入，做
到不漏登一人，全面帮扶贫困

户脱贫。
该乡乡长赵鹏飞要求：一

要认识再提高，要把脱贫攻坚
工作作为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
任务，从转作风、惠民生的深
度，认识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齐心协力抓整改、
抓推进、抓落实。二是要切实
强化责任意识，用“绣花”的功
夫来抓脱贫，摸清致贫原因，针
对每户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
帮扶。三是建立问责机制，乡
脱贫攻坚小组不定期巡查，对
因整改不到位、作风不扎实、帮
扶措施不落实的，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不同程度处分。

推进精准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怯景

本报讯 扶贫工作是党中
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
署。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
度是缓解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
内在要求，也是全省实现全面小
康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
战。今年以来，汝州农商银行围
绕省、市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要
求，积极探索金融扶贫的新路
径、新方法，适时调整工作思路，

创新机制方法，把精准扶贫、脱
贫攻坚当作光荣使命，强化责任
担当，以对汝州人民高度负责的
态度，扎实推进精准扶贫，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

2017年，汝州农商银行拟
定了精准小额扶贫累计投放
5800万元，产业扶贫投放不少
于9000万元的总目标，全力推
进 8 个涉贫乡镇 55 个贫困村

5543户贫困户脱贫攻坚。截至
目前，已完成全部贫困户的入户
调查，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金融
需求进行摸底，建立了贫困户金
融服务档案。目前，该行共发放
金融扶贫贷款 9户，金额共计
2990 万元，受理审批贷款 11
户，金额6110万元。待中原农
保出具保单后即可发放，预计可
使1000余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温泉镇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刘佳佳 梁亚波

迅速响应，高效落实

4月27日，省联社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推进会召开以后，汝州
农商银行立即召开了精准扶贫
落实分解会议，传达落实会议要
求，明确扶贫任务，细化工作措
施，建立问责机制，扎实推动金
融扶贫工作深入开展。通过细
化任务、建立台账、派出专人进
行信用评定等方式，进一步完善
举措，在贫困人口就业、产业贷

款扶持及小额贷款投放上拿出
具体措施，推动省联社各项部署
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为使扶贫方案更切实可行，
确保扶贫工作快速有序开展，在
对扶贫工作深入分析研究的前
提下，汝州农商银行利用五一假
期时间，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由
总行牵头，信贷管理部、小微信
贷部加班加点通力配合，结合省

银监局、省联社及汝州市精准扶
贫工作实施办法及要求，依据精
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在原扶贫
方案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精准
扶贫实施方案，制定精准扶贫专
项管理办法及精准扶贫特岗人
员薪酬考核办法。通过细化扶
贫方案及操作流程，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扎实推动扶贫工作顺
利开展。

选拔扶贫队伍，细化扶贫责任

高效精准选拔一批农村金
融工作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的精准扶贫特岗信
贷人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储备
人力资源。由辖内各支行推荐，
通过总行审查、笔试、面试，最终
确定30名精准扶贫特岗人员，
为精准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通过建立完善职责清晰、各
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将扶贫责任细化分解层层落
实。一方面将扶贫任务分解到
具体责任人，做到贫困户走访
人、风险把控人、手续审核人、贷
后管理人等各司其职，高效配
合，做到责任明确，任务明晰。
另一方面将特岗人员分成金融
扶贫分片包干工作组，实行扶贫
分片责任制，按照总行制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及时间节点要求，分
包片区下沉到需要脱贫的55个

村，对接5543户 20290名扶贫
对象，深入贫困家庭有序开展摸
底调查，结合家庭情况、致贫原
因、脱贫计划、贷款意愿等内容，
逐户建立贫困户信息档案，对每
个特岗人员分配的185户扶贫
对象全面展开摸底调查、建档立
卡、信用评级、授信实施等工作，
一户一策量身定制帮扶脱贫措
施，保证每个特岗人员身上有任
务、有压力、有行动、有结果。

强化督导考核，确保扶贫实效

为有效提升各分片包干小
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汝州农
商银行提出了明确的督导和考
核措施，制定了精准扶贫特岗人
员薪酬考核办法，完善配套激励

机制，将绩效工资发放直接与分
配任务完成情况挂钩，根据业务
量、贷后管理情况及贷款质量，
确定绩效工资，落实扶贫责任，
严格考核问责，充分发挥绩效考

核的正向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
调动扶贫一线特岗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推动金融扶贫工作的高
效、健康开展。

构建督导机制，实行包人包户制度

由特岗信贷员每人包两个
贫困村185个贫困户，班子成员
每人包6名信贷员，通过上下联
动建立扶贫联系，将扶贫责任层
层分解落实到每位员工，以切实
提高精准扶贫的执行落实力
度。此外，还建立周汇报、月评
比制度，对特岗人员按所在乡镇
进行分组管理，每月向信贷管理
部汇总报送各项业务数据，定期
由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召开扶贫工作分析会，通报
工作开展情况，及时督促确保扶
贫工作按期完成。

由稽核审计部、纪检监察部
联合建立长效审计监督机制，每
月做到不少于5个贫困村的抽
查工作，针对金融扶贫工作中出
现的投诉、违纪违规现象，发现
一起处理一起，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切实保障金融扶贫工作依
法合规有序推进。此外，还将通

过阳光操作明示责任，让特岗人
员接受公众监督。在每个贫困
村张贴公告牌，公布包片特岗人
员照片、姓名、电话、监督电话、
特岗人员承诺书等信息，明示责
任人，接受公众监督。将金融扶
贫的评级授信、放款和收回等环
节全面公开，确保金融扶贫政策
的公开性、扶贫的精准性、效益
的真实性。

创新扶贫模式，多方保障合力扶贫

汝州农商银行创新扶贫形
式，积极探索“政府+银行+保
险+企业+农户”四位一体的金
融扶贫贷款模式，积极与贫困村
所在乡镇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种养大户及小微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沟通协调，将
吸纳贫困户就业的扶贫企业，作
为贷款项目的合作对象。同时
与市政府、中原农保进行密切合
作，市政府拿出财政资金作为风
险补偿金，为贷款的扶贫企业、

合作社、致富带头人和创业贫困
户等提供风险补偿，由中原农保
为专项扶贫贷款提供保险服务，
承担相应的风险赔偿责任，多方
参与和保障形成精准扶贫的强
大合力，有效化解了扶贫贷款的
担保难题，加大了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及各类经营主体的支持力
度。同时，汝州农商银行积极与
政府部门沟通，密切掌握政府的
扶贫工作及产业发展规划，主动
对接脱贫攻坚聚焦点，实现财政

资金与信贷资金的高效结合，形
成扶贫合力。

今后，汝州农商银行将继续
坚持服务“三农”市场定位，不忘
为贫困群众谋福祉的“初心”，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开展金
融扶贫工作，与辖区政府、扶贫
办和农业归口部门精诚合作，主
动融入地方产业扶贫发展规划，
整合全行资源，多措并举助力汝
州脱贫攻坚，着实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

5月8日，汝州市纪念第70个“世界红十字日”暨宣传贯彻新
修订的《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宣传活动在工人文化宫游园举
行。工作人员在现场对群众提出的捐献干细胞、器官等进行了耐
心解答，对红十字会开展的0-14岁白血病和先心病救助的“小天
使基金”“天使阳光基金”申请条件和要求进行了讲解和答疑解
惑。（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陈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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