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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上午,南阳市卧龙服装城
里一派热闹景象，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向
南阳市卧龙服装城综合授信 5亿元人民
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南阳龙升工业园
举行。

“我们会将这 5 亿元的综合授信,根
据企业实际需求进行大力扶持,力争实现
创造年销售额 20 亿元,利润 2 亿元的目
标，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平
台。”接过协议书，卧龙服装城有限公司
总裁王姝丽信心满满地说。

卧龙服装城由中国 (香港)纺织服装
企业集团在南阳市卧龙区投资 15亿元兴
建，配套有全国纺织服装一级批发市场、
南阳海宁皮草市场、电子商务区等项目。

“作为全省惟一的一家地方法人银
行，中原银行是省委、省政府为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优化整合金融资源，将省内
13 家城商行新设合并而成。认清责任，
勇于担当，让中原银行更好地服务南阳，
服务地方经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行长李朋建说，

对卧龙服装城的授信服务是中原银行对
南阳的承诺，也是中原银行服务南阳小
微经济的一个缩影。

不抽贷、不压贷、不弃贷
为企业“雪中送炭”

金秋十月，走进邓州市龙兴乳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井然有序，目前这里
奶牛存栏由之前的 300头增加到 1000多
头，日均产奶量由三四吨增加到 10吨左
右，升级成为蒙牛集团 B 级生鲜牛乳原
奶供应商。

“今天的成绩里有咱中原银行南阳
分行的一份功劳。”龙兴乳业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因奶牛养殖行业饲养周期
较长、国际奶价下行等因素，去年，公司
的正常生产数度受到影响。在企业危难
之际，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向企业伸出了
援助之手。

经过认真走访分析，针对企业流动
资金紧张的局面，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认
为企业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因奶价下行影

响资金回收和扩大厂房建设的资金投入
导致企业资金流紧张。2014 年 12 月 25
日该行向邓州市龙兴乳业有限公司发放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让企业顺利度
过寒冬。

“不抽贷、不压贷、不弃贷，越是在小
微企业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大扶持力
度。”中原银行南阳分行行长李朋建向小
微企业许下这样的承诺。

不仅如此，针对小微企业在资金需
求方面具有“快、频、急”的特点，中原银
行南阳分行要求各支行和有关管理部门
提前入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客户资料
库，对应贷款金额将客户层级细分。坚
持早立项、早介入、早审批，在公开化、规
范化、效率化管理下，打造公开、规范、高
效、快捷的信贷通道。前期调查后，在客
户资料提供齐全的情况下，信贷审批和
放款工作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一般无
特殊情况的业务，业务管理部门必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查，一周内召开
信贷审批会议完成审批。

创新服务

“无缝”对接企业

南阳是著名的玉石之乡，镇平县的
石佛寺镇更是全国著名的玉石、玉器市
场和集散地，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这
里云集了上万家经营玉石、玉器的小商
户，日交易量高达亿元。与其他的商品
交易有很大不同，玉石交易具有成交及
时性、随机性等特点，商机稍纵即逝，所
以对迅速付款要求很强，对资金的需求
量很大。然而，石佛寺镇的玉商多为下
商户甚至是个体户，规模过小过散过杂，
很难跨过银行的信贷门槛，资金缺乏一
直是小商户们的心病。

为了解决石佛寺镇小商户对资金的
特殊需求以及自身形态于信贷的冲突问
题，南阳分行经过严密地调查研究，专门
研发了针对玉石小商户的信贷产品——

“宝石贷”，这一产品从贷款期限、担保方
式、还款方式和业务流程等方面为小商
户提供最大方便。同时南阳分行针对玉

石小商户小而散的特点，向石佛寺镇玉
器市场的综合信贷 4000万元，在此授信
范围内，小商户只要三五户联保，用抱团
的方式增强信誉，不用任何抵押就能以
最快的速度获得贷款。

与此同时，中原银行南阳分行针对
企业的需求，推出“连连贷”项目，为小微
企业的发展买下一笔保证金。在贷款到
期日无需偿还本金，能够通过放款与还
款的无缝对接，延长还款期限，实现借款
人贷款资金在原授信到期后延续使用。

“面向小微企业我们还推出‘商商
贷’、‘续贷宝’、‘超额贷’、‘种子基金’等
信贷新产品，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人群，使
贷款形式更加灵活，使小微企业贷款更
方便。”该行信贷部总经理吕成堂说。

截至 9月底，中原银行南阳分行支持
小微企业贷款（含贴现）已达 50.45亿元，
余 额 较 年 初 增 加 10.38 亿 元 ，增 幅
25.89%，高于贷款平均增幅 18.26个百分
点，为支持南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苗鸿南 潘毅）

自古至今，礼让三先，左为大。左岸明
珠，这个银丰地产又一倾力打造的作品，自
一出世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她
到底哪里吸引人呢？记者近日走进了左岸
明珠售房部一探究竟。

虽然还没到认筹期，左岸明珠大厅里看
房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这次我们立足于
白河南，打造了南阳水居生活的典型之作。”
银丰房地产营销总监刘惠说道。

回家的路，或许漫长，或许崎岖，但你是
否 已 经 厌 倦 了 一 条 单 调 无 风 景 的 回 家 之
路？“在左岸明珠，你可以跨石阶，登桥而
归。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但却尽显
左岸生活的礼遇与美。”刘惠介绍道。“像这
样的细节在左岸还有很多。”

到家了，车位却不够了。这是当代居
民经常遇见的难题，人们迫于无奈总会把
车停在路旁，可是如此之后，不仅安全难以
保障，还会阻碍交通。“左岸明珠早就考虑
到了这点。”刘惠神秘一笑。“我们采用人车
分流，人在上，车在下。在停车场，我们规
划了双层车位，配比高达 1∶1.2，超前规划了
10年之久！”

车停好了，一天中最休闲的时光也就到
来了。人们会选择在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
动筋骨。看房的王先生指着楼盘模型兴奋
地跟记者说：“在左岸，不仅有小区，走上几
分钟你就可以来到白河湿地公园。看着烟

波浩渺的白河水，偶尔还有几只白鸥划过水
面，不管是再烦躁的心情，我想也会平静下
来的。”

户外活动结束了，该回家了。每个人
的心中对于家的幻想都不一样，但是有一
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家一定要温暖。“左岸
明珠为每一栋建筑穿上保温衣！社区楼栋
外墙统一做了保温处理，在钢筋混凝土墙
体和水泥砂浆层之间，加入由 EPS 保温板、
玻纤网、粘结剂构成的墙体保温层，从而起
到室内保温作用。这样室内室外温差不会
急 上 急 下 ，从 而 达 到 冬 暖 夏 凉 的 居 住 体
验。”刘惠说。

到家了，如果有一扇窗户可以面向大
河，在窗户下摆上几道茶，一边品茶，一边欣
赏“长河落日圆”的美景，无疑是现代都市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但大河旁往往伴随着高
流量车次的道路，一道道嘈杂的车笛声会把
这优雅的意境全然打破。“在左岸明珠，这是
不会发生的。”刘惠说。“我们的窗户窗框采
用断桥铝合金，窗玻璃则是双层中空玻璃。
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噪音，还能隔热、节能。
除此之外，它还有助于大幅度降低玻璃的紫
外线投过率，防止紫外线对人体皮肤的伤
害，家具电器等有机物老化的问题。”

住的惬意，出行自然也要够随意。在左
岸明珠社区周边有 4路、13路等多条公交线
路，距汽车南站、火车站和南阳机场的距离

也不远。社区的周边还有商业生活圈，购物
娱乐一条龙服务。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也
都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社区的周围。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可一处好房子不
正是由各种各样的细节堆砌出来的吗？你
说呢？”刘惠笑着说。

“好房子也得老百姓买得起，这也正是
这些年银丰一直在做的。”银丰房地产总经
理陶付亮说道。“这次的左岸明珠依然如此，
虽然打造的是高端智能家居生活，但依然是
接地气的百姓生活。”

“我们的房型从 88平方米到 240平方米
都有，全都是 2楼 4户式的高配，而且户户可
以观河，家家采光都很好。全面满足不同阶
段，不同喜好的百姓。我们的理念就是尽全
力做好房子，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

（田一笑 荆有为）

左岸明珠：小细节彰显高品质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深 耕 南 阳 助 小 扶 微

10月 21日，农历九月九，又一
年重阳。在第三个老年节到来之
际，我省出台《养老健康产业发展
示范园区（基地）规划建设推进计
划》，在该《计划》中，到 2020年，我
省将力争建成 50～60个养老产业
示范园区，新增养老床位 4万～5
万 张 。 未 来 占 我 省 总 人 口 数
13.8%的老年人将实现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省 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 1400 多万，约占常
住人口 13%以上，且每年以 3.5%
的速度递增——河南人口老龄化
形势日益严峻。作为我省人口大
市，南阳如何破解养老难题？对养
老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在南阳市金鹏养老院，这里居住着近百
名老人，他们中有孤寡老人，有孩子常年在
外工作无法照顾的老人。在这里记者看到，
占地百余亩的院子里整洁干净，110 间居室
被设置为单人或双人不同的规格，居室内空
调、暖气、急救铃等配套设施健全。食堂里
专门配备的厨师负责老人们一天的饮食，每
周中每天的饮食被要求不能重复。

“孩子常年在郑州工作，跟着孩子每天
也只能在单元房里窝着，左邻右舍的也都不

熟悉，不如在这里能找个唠嗑、打牌的伙
计。”一位来自新野的老人告诉记者。

根据南阳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南
阳市手续齐全的养老服务机构共有 64家，其
中 5家公办，59家民办。

目前南阳市 64家养老机构，承担着南阳
市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的托
底工作。自今年起，南阳市将对市属养老机
构给予新增床位每年不低于 200元的建设补
贴和每张床位每月不低于 60 元的运营补

贴。到 2020年年底，全市养老机构将新增床
位 1.8万张，总床位达到 6.1万张。

“南阳人口基数大，由政府给予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或机构养老服务的老人，仅占南
阳市老年人口的少数。目前面对严峻的养
老压力，南阳市正在探索新型社区养老模
式，集健康旅游、医疗养老、新型城镇化于一
体，亲情养老兼具医养结合，实现居家养老
和社区养老的融合。”南阳市民政局局长褚
庆义说。

如何让老人老有所依？
——南阳打造新型社区养老模式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郭艳萍 瞿凯月

“我们希望老人在得到专业照顾的同时
能够感受像家一样的氛围。”南阳市卧龙区
居民袁佳期待父母能够这样安度晚年。

如何能够让老人既感受家的温暖，又享
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褚庆义认为：目前中国家庭规模小型
化、家庭结构多样化，除了“421”家庭外，还
出现了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
家庭等多种类型，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减
弱，迫切要求建立与家庭结构、养老服务需
求增加相适应的社区养老服务制度。

“老人一旦生病，就得家里、医院两头
跑，请保姆不放心，自己照顾又难以兼顾老
人和工作。即使把老人送养老机构也担心
医疗条件跟不上。”袁佳说，健全的医疗条件
是社区养老的核心吸引力。

南阳市万家园莲花湖养老中心试图突破
传统养老模式的局限，打造集生态休闲、健康
旅游、文化体验、医疗养老、新型城镇化“五位
一体”的旅游养老综合发展模式。

医养结合是其主要特色之一，据万家园
董事长刑清鑫介绍，莲花湖养老中心正在建

设的国际老年病医院按照三级甲等医院的
规格建设，设置有记忆障碍科、神经内科、神
经精神科等以老年人需求为主的内、外科诊
室，结合老年人高发性疾病的特点，采用国
外先进的医院机构设置和管理流程，为患者
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

“除了专业的医疗体系之外，莲花湖还
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优势，依托温泉水景，
利用南阳充足的中医理疗资源，给老人们提
供一个精心疗养的地方，囊括膳食养生、运
动疗养、禅修疗养、康复疗养等功能于一体，
给老人们一个综合性一站式的养老疗养胜
地。”万家园董事长刑清鑫说。

来自郑州的王铮对万家园莲花湖养老
中心最满意的地方在于这里所提供的介护
服务，她说，采取组团式设计，每个组团配套
专门的介护服务中心。提供包括家政服务、
健身房、游泳馆、棋牌室、养生理疗、食疗康
复、老年大学等公共配套设施，有专门的医
护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助浴、给药指导、饮食
介助以及患病老人的康复训练。

“这里的自然环境很适合养生、再加上

专业的医疗服务，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能够
更放心。”王铮说。

“我们不仅配备了养老中心，还配套有基
本的酒店、购物公园、电影院线、图书城、棋牌
院、书画院、文化活动中心等生活配套设施，不
仅让老人在这里养老，也让他们的子女能够喜
欢上这里，抽出更多的时间留在这里陪伴老
人。”刑清鑫说，万家园既满足居家养老的亲情
维系，又能实现医养相结合，同时还兼有社区
养老的规范管理与保障功能的养老社区。

南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万
家园的模式对南阳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是
南阳市整合社会资源，引入市场资本，探索
新型养老模式，壮大养老服务产业的一个示
范点。未来南阳市将进一步按照国家产业
发展政策要求，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民间资
本、工商资本、外来资本等以独资、合资、合
作等多种形式参与投资老年产业开发，创新
养老模式，开展老年生活服务、医疗康复、托
管托养、教育娱乐、食品用品、休闲旅游、信
息咨询等服务，不断满足不同老年人的物质
和精神需求。

64家养老机构 托底“三无”“五保”老人

亲情养老+医养结合 南阳开启新型社区养老模式

▶核心提示◀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工作人员在地头调研

左岸明珠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