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编创 谢景豹 审校 郑瑾

A17 河南综合NEWS

为乡村振兴插上“金融翅膀”
——农行河南省分行驻村工作队积极推进驻村帮扶纪实
□谷武民 梁丽敏 康肖健 文图

农行用心服务，企业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今年多亏了刘书记帮
忙，不然我们的杂粮销售不
会这么好。”9月20日，台前
县源丰粗粮加工厂总经理
闫长矿一走进马楼村委会，
就对省农行驻村第一书记
刘石广笑着说。他特意送来
了锦旗，感谢农行驻村工作
队的大力支持。

台前县马楼村是农行
河南省分行的定点帮扶村，
近年来，省农行驻村工作队
扎根“三农”大地，依托金融
行业优势，全面推动帮销、
促产、疏浚和解困工作，走
出了一条具有鲜明金融特
色的乡村振兴帮扶新路子。

农行河南省分行驻村
工作队注重发挥金融平台
优势，积极推动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活动，不断探索消
费帮扶新模式。在省分行
的支持下，驻村工作队大力
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进机
关，年初河南省分行机关一
次性从马楼村购买大米、小
米等杂粮 1万多公斤。在
省分行开展的“进门有礼”、

“一元购”金融产品集中营
销活动中，驻村第一书记刘
石广还协调将台前县杂粮
纳入活动范围，带动销售8
万多公斤，助力当地农副产
品打开销路。为壮大马楼
村集体经济实力，驻村工作
队帮助马楼村注册了“台前
县鑫农商贸有限公司”，专
门经营当地粮油、米面的批
发和零售，累计为该村创收

近20万元。驻村工作队还
借助该行“兴农商城”，通过
线上交易拓展销路，先后将
台前县“田家客”杂粮、“香万
家”食用油、“麦上香”石磨面
粉等近20种不同品牌、不同
规格的农产品上架到电商平
台，面向全国农行的企事业
单位客户和个人客户销售，
累计销售300余万元，推动
当地农产品“走”出去。

打通销售堵点后，生产
成了消费帮扶的关键环
节。河南省农行驻村工作
队依托该村资源禀赋，积极
培育“一村一品”，先后投入
60多万元帮助马楼村建起
了村级集体企业——“三羊
开泰肉牛养殖场”，年出栏

20余头，每年增加村集体收
入3万多元，并带动了农作
物种植、饲料加工等行业发
展，成了村民创收增收的支
柱产业。在产业项目引进
方面，驻村工作队在马楼镇
政府支持下，将源丰粗粮加
工厂引进马楼村，并争取到

了5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每
年可为该村带来4万元的租
赁收入。此外，驻村工作队
还助力农户发展生产，先后
帮助脱贫户孙旭印、陈孺才
等办起了家庭养殖、食品加
工项目，每年户均增收2万
元以上。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
支持。驻村工作队紧紧依
靠农业银行，疏浚金融服务
通道，提升产业发展后劲。
今年初，驻村工作队两次联
手台前县农行举办了“惠农e
贷”马楼村专场推介会，为满
足马楼村各类群体不同的金
融需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服
务方案。驻村工作队还利
用周末时间，走家串户宣传

金融知识，帮助村民下载手
机银行，手把手教村民操
作，让“高大上”的电子银行
业务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为当地生产经营企业
协调贷款，帮助解决资金困
难，被马楼村百姓亲切地称
为“身边的银行”。源丰粗
粮加工厂扩大产能后，运营
资金紧张，驻村工作队协调
台前农行向该厂发放流动

资金贷款10万元，解了企业
燃眉之急。此外，驻村工作
队在当地农行支持下，以信
贷资金为抓手，助力农户发
展致富。今年前9个月，驻
村工作队协调当地农行向
马楼村投放贷款458万元，
惠及20多家农户及个体经
营户，为推动消费帮扶及乡
村振兴工作迈出了重要一
步。

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
急，河南省农行驻村工作队
始终将农民的事放在心上，
帮农民想办法、找出路，成
了农民的贴心人。去年10
月份，台前县连下暴雨，农
田积水严重，收割机无法下
地收割，驻村工作队主动加
入到抢收队伍，和农民一起
蹚着没过膝盖的水一穗一
穗掰玉米，力保颗粒归仓。
脱贫户刘少军、刘纪东家的

农田地势低，受灾最为严
重，抽水机昼夜运转，驻村
工作队及时送去了1000元
柴油，帮助他从农田排水。
监测户赵焕灵在马楼村集
市上经营着蔬菜生意，由于
受疫情影响蔬菜滞销，为此
她整天愁眉不展，驻村第一
书记刘石广想方设法为她
联系客户，并协调定向采
购，帮她顺利渡过难关。赵
焕灵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多亏了驻村工作队帮
忙，不然生意早就干不下去
了，感谢农业银行实打实的
帮扶。”

农行河南省分行驻村
工作队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和
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努力做
好服务“三农”工作，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做好马楼村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
振兴道路上的农行力量。

搭建新平台 产品“俏”起来

培育新产能 生产“火”起来

疏浚新通道 服务“暖”起来

提供“心”服务 农户“笑”起来

浚县公安局民警成功解救轻生男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近日，浚县
公安局黎阳派出所接110指
令，一女子报警称，其弟弟在
某小区欲跳楼轻生，接警后，
民辅警立即携带装备赶赴现
场。

民警李希虬一边与报警
人联系让其稳定其弟弟情
绪，一边向指挥中心汇报请
求119支援。到达现场后，
民警发现一男孩坐在楼顶
边沿双腿朝外，随时有掉下
去的危险，姐姐称其弟弟今
年19岁，因耳朵失聪常常感
到自卑而想不开。由于该

男孩没有戴助听器，民警李
希虬尝试沟通却无功而返，
救援一度陷入僵局。正值
无奈之际，消防队到达现
场，该男孩却情绪激动，呵
斥消防队员不准上楼，民警
李希虬示意消防队员从视
角盲区上楼，他与姐姐站在
男孩能看到的地方大声安
抚男孩情绪，看着该男孩逐
步放松警惕，消防人员慢慢
向男孩靠近，一把将男孩控
制住，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
带回安全区域，将男孩成功
解救并合力抬下楼。

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闻“疫”而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祁鹏飞

本报鹤壁讯 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近日，
接到关于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的通知后，鹤壁市公安局鹤
山区分局高度重视，闻“疫”
而动，第一时间安排部署警
力，构建安全防疫坚实屏障。

该分局政委赵贤昆同志
带领民、辅警下沉社区，在
各村、社区核酸检测点协助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体
警员提前到岗到位，认真指
挥核酸检测点周边的交通
秩序，严控无关车辆进出和
停留，及时分流疏导完成核

酸检测人员，确保鹤山区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高效进
行。在点位维持秩序的同
时，民辅警还向排队群众发
放反诈宣传册，帮助安装国
家反诈中心APP，宣讲反诈
常识。

针对外防输入，该分局
按照区委政法委的要求，牵
头设立九矿、郭吕寨2个健
康服务站卡点，卡点由值班
局长蒋化谦、纪委书记郭玉
凯靠前指挥，督导检查，用切
实行动全力构建鹤山区坚实
的防疫屏障。

淇县公安局民警查获一非法改拼装汽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本报鹤壁讯 9月17日，
淇县公安局依法对非法改拼
装、驾驶机动车的王某某处
以500元的罚款，并责令其
恢复车辆原状，消除违法状
态。

9月16日夜间，淇县公
安局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
一辆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城区
穿行，噪音大，非常扰民。

接到报警后，淇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铁骑中队立即展
开调查，并于9月17日上午
10时30分左右，在淇县淇园
路与卫都路交叉口将这辆擅
自非法改拼装的奔驰大G车

查获。
经民警检查，发现该车

辆排气装置与行驶证所载不
符，擅自改变车辆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数据。民警对驾驶
人王某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教育，并依法对其非法改拼
装、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作出500元罚款，责令其恢
复车辆原状。

下一步，淇县交警将进
一步加大对辖区重点路段和
时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对重
点交通违法行为，坚决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严
查、严管、严控的高压态势。

金融赋能产业升级 全力稳住经济大盘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永真 张然欣

本报鹤壁讯 中国银行
鹤壁分行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强化金融服务保障，持续
推动金融产业转型升级，全
力支持鹤壁当地传统产业升
级，为稳地方经济大盘护航
赋能，助力鹤壁经济高质量
发展行稳致远。

持续加大普惠金融投入
力度，授信业务严格落实“三
个一批”项目推进机制，支持
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今年1
月至7月，中国银行鹤壁分
行累计实现信贷投放22.03
亿元，同比新增6.07亿元，增
速3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