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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滑县法院集中
执行集结号吹响，30名执行干警
兵分四路，冒雨奔赴11个乡镇。

10月14日，经过一夜的雨水
冲刷，乡间小路早已泥泞不堪。

执行现场，干警们个个精神饱满、
斗志昂扬，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
前行。

将被执行人拘传至法院后，
干警们顾不上歇歇脚、喝口水，立

刻启动核酸检测、肺部ct、血清检
测等一系列检查程序、扣押车辆、
送拘被执行人、报结案件、整理卷
宗……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牛屯执
行团队办公室里，执行法官李志
攀仍然不厌其烦地做当事人的思
想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半，被执行
人终于当场将4万余元案款全部
履行完毕。此刻，李志攀已经连
续奋战近18个小时！据统计，此
次行动共拘传被执行人14人，拘
留2人，扣押汽车一辆，结案8件，
执行到位金额19.2万余元。

10月 15日凌晨5时 30分，
滑县法院再次开展集中执行行
动，26名执行干警兵分三路，奔
赴七个乡镇，共拘传10人，拘留3
人，结案8件，执行到位金额19.4
万余元。

本报讯 近日，河南安阳县人
民法院许家沟法庭法官郭建岭、
书记员路文军等一行3人，深入
安阳县人民医院病房内对一起提
供劳务者受害纠纷案进行现场调
解，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
一致意见，被告刘某履行了赔偿
款30万元。

今年9月份，被告刘某雇佣
原告刘姓兄弟的父亲修建蓄水
池，其父亲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后

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刘某也因此
事受伤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事
故发生后，因赔偿事宜多次协商
未果，双方形成诉讼。

许家沟法庭在收到起诉书
后，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考虑
到事态比较特殊，矛盾需要尽快
解决。法庭工作人员当天去医院
向被告刘某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并当场做被告的调解工作。法官
郭建岭结合审判实践和典型案

例，面对面做当事人思想工作，通
过耐心细致的明理释法，最终找
到了解决案件的“平衡点”，双方
当事人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签订了调解协议。

10月10日，被告刘某按照约
定的调解协议履行了赔偿款30
万元，消除了当事人之间的隔阂，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本报讯 安阳相州农商银行
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通过抓
实理论学习、涵养廉洁意识、凝聚
发展合力，上好党员“三堂课”，充
分激发党员新活力，以党员队伍
高质量推动全行党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

上好“政治理论课”，提升党
性夯根基。对此，该行制定《党委
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党员
干部理论武装，提高政治站位；利
用学习强国App等线上学习平

台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青年员工
进行学习，营造全员学习的浓厚
氛围。

上好“廉政教育课”，激浊扬
清树正气。该行组织部室正副经
理、支行正副行长进行集体廉政
约谈，提醒大家算好“政治账”“经
济账”“亲情账”，正确运用手中权
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
活动，召开全行党风廉政建设、深
化以案促改专题会议，通过鲜活
案例和典型事件，切实增强党员

干部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廉政
意识；打造廉政教育长廊、党建文
化长廊，营造浓厚红色氛围。

上好“业务实践课”，增强干
劲促发展。该行以支持复工达产

“百日营销竞赛”活动为抓手，组
织党员干部开展“地毯式”营销；
赴滑县农商银行学习小微贷业务
营销技能和理念；开展“庆七一·
共话红旗渠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激发全员立岗奉献热情，增强攻
坚克难信心。

本报讯 近年来，滑县农商银
行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支农、支小、支微的市场定
位，以服务农村实体经济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扩大普惠金融
覆盖范围，努力改善农村金融服
务水平，不断满足乡村振兴多样
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截至9月底，该行各项存款
余额 155.08 亿元，较年初增长
24.63亿元，增速18.88%；各项贷
款余额61.28亿元，较年初增长
10.38亿元，增速20.39%。存贷款
总量及市场份额均居全县金融机
构首位。

在具体工作上，该行以信用
体系建设为抓手，持续开展“党
建+普惠金融”整村授信活动，重
点支持特色农业产业经营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截至9月底，
该行整村授信已开展493个村，
整村授信覆盖率48.38%，评定信
用村44个，授信户数4331户、金
额 21257 万元，用信户数 2827
户、金额16844万元。

金融服务持续优化。该行创
新推出30余种信贷产品，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客户群体的融资需
求。并且，实行“一对一”金融服务
机制，对暂时经营困难的客户做

到不抽贷、不断贷。同时依托小微
信贷管理系统，实行独立审批人
制度，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贷效
率。此外，该行充分发挥人缘、地
缘优势，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开展
普惠金融大走访活动。大力拓展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金燕e付等
电子业务。同时，该行发展线上金
融，丰富线上缴费内容，积极拓展
公交、医疗、校园、商超等行业应
用，在焦虎镇屯集村建设“金燕驿
站”，打造综合性场景金融，为三
农百姓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金
融服务。

本报讯 为进一
步提升全行党员干部
党性修养，引导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近日，汤阴农商
银行分批次开展2020
年党员轮训，全行中层
干部、全体党员约150
余人参与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该
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秦
贺民提出，要站稳立
场，坚定理想信念；要
增强本领，干好本职工
作；要锤炼党性，筑牢
干事之基；要凝心聚
力，冲刺业务目标。仪
式上，秦行长还对此次
轮训的纪律提出了明
确要求。

与此同时，在信阳
市新县，该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彭智慧带领
35名中层干部在大别
山干部学院开展了为
期 3 天的红色教育培
训。通过一堂堂别开
生面的课程，学员们重

温了那一段段英雄壮
烈的历史，深刻领会了

“坚守信念、胸怀全局、
团结一心、勇当前锋”
的大别山精神及其所
蕴含的初心和承载的
使命，为全行高质量发
展目标注入了新的能
量。

在总行三楼会议
室，来自安阳市委党校
的4位教授，为参训党
员分别做了精彩报告，
全体参训人员还集中
赴林州参观了扁担精
神纪念馆和谷文昌纪
念馆。

培训结束后，参训
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始终勤勉
履职、尽心竭力，坚定
不移跟党走，切实履行
岗位职责，始终保持积
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
神状态，进一步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助
推该行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新力
量。

本报讯 按照银保
监会及总、分行关于市
场乱象整治“回头看”
的工作部署，农行安阳
分行自2020年 7月起
在全行统筹开展市场
乱象整治“回头看”工
作,扎实推进以前年度
发现问题的整改追责

“回头看”和今年重点
领域排查治理工作，巩
固乱象整治成果，各项
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接到银监部门和
总、分行通知后，农行
安阳分行高度重视，研
究制订了《中国农业银
行安阳分行市场乱象
整治“回头看”工作实
施方案》；迅速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实行“一
把手”负责制，确保整
治工作组织有力、落实
到位。

全面梳理整改台
账，突出重点整治内
容 。 该 行 对 2017

年-2019 年近三年来
市场乱象整治问题进
行逐一梳理，逐一检视
问题的行为纠正情况、
风险控制及责任追究
情况，尤其对问题严重
程度在关注及以上问
题进行重点梳理，并从
制度规则、业务流程、
信息系统等方面深挖
问题根源，杜绝同质同
类问题一犯再犯、边查
边犯。

细化“5”大工作任
务，全面贯彻监管要
求。该行按照监管要
求和总行统一制订的
实施操作指引，对2019
年 10月 1日以来工作
要点涉及的所有业务
开展自查，并与上年无
缝衔接，不留空白。定
期下发工作督导，不断
加强过程管理，确保乱
象整治“回头看”工作
取得实效。

滑县法院干警冒雨执行抓“老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靖静 文图

汤阴农商银行分批次
开展2020年党员轮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吴鹏宇

农行安阳分行稳步推进
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程彩萍

整装出发

病房里 法官调解止纷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宪伟

安阳相州农商银行：上好党员三堂课 激发队伍新活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李军芳

滑县农商银行：着力打造多层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史如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