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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存取汇功能

于一体的农民

金融自助服务点

8633个

省农信联社成立11年来
存贷款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至3月末，全省农信社

存款余额

10290亿元

贷款余额

5649亿元

占全省金融机构

存贷款总额的

19.95%

17.12%

占全省金融机构

存贷款总额的

全省农信社

涉农贷款占

贷款总额的

89.85%

连续多年

涉农贷款占全省

金融机构总额的

40%左右

农户贷款

约占

90%

占全省

金融机构的

40%以上

全省农信社

自助设备

7473台

POS终端达

108868台

金融支小方面

占全部贷款的比重

从最初的27.35%

上升至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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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若凡）4月 11日，记者从河南省重
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在 201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
赛暨里约奥运会选拔赛 63公斤级比赛中，河南队龙丁
玲夺得三枚银牌。

本次比赛 4月 9日开始，12日结束，在为期 4天的
赛事当中，河南女举派出龙丁玲、黄秋艳分别出战 63
公斤级和 48公斤级比赛。

龙丁玲是继李雪英后，河南重竞技重点培养的运
动员之一。在 2015 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上，龙丁
玲曾突破个人历史最好成绩，以 245公斤的总成绩一
举夺得 63 公斤级冠军。这也是李雪英之后，我省举
重队员在全国比赛中拿到的第一个冠军。

本次比赛龙丁玲以抓举 108公斤、挺举 135公斤、
总成绩 243 公斤包揽 63 公斤级三枚银牌。龙丁玲的
主教练、河南举重名将李雪久对于龙丁玲在本次比
赛中的表现表示基本满意，她希望弟子能认真总结
比赛经验，争取在以后比赛中稳定发挥，拼出好成
绩。

黄 秋 艳 在 48 公 斤 级 的 比 赛 中 ，获 得 挺 举 第 三
名。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又来
了。4月 12日，“太平洋保险杯”第五届中华轩辕龙舟大
赛新闻发布会在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本次
大赛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文化厅、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等主办，比赛将于 6 月 9 日、10 日在郑东新区如意河
举行。

本届比赛设家庭亲子组、男子专业组、混合组三个
组别，比赛项目均为 200米直道竞速。为确保本届比赛
参与性，同时提升竞赛水平，从现在起每周将有近千名
龙舟爱好者参与训练，周末将有 40支队伍进行淘汰赛，
胜出者参加端午节的正式比赛。

本次大赛男子专业组专门增设了大学生组别，目前
已有山东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组队报
名。由于家庭亲子组报名队伍已超出大赛承载能力，为
满足大家要求，组委会将在端午节前后单独举办一场亲
子龙舟赛。

组委会还在比赛当天精心准备了水上特技表演，包
括水上独竹漂和水上飞人表演。届时，观众除了观看传
统的龙舟项目比赛以外，还将一饱眼福，欣赏到精彩的
水上特技演出。④11

体彩大乐透“5亿元大派奖”活动火爆来袭！为回馈广大彩
民对体彩大乐透的支持，自第 16042期（4月 13日开奖）起，体彩
大乐透 2016年度大派奖活动正式启动——总额 5亿元的派送奖
金将用于一等奖和固定奖（四/五/六等奖）派送。

高达 5亿元的派送奖金，覆盖一等奖、固定奖（四/五/六等奖）
共 4个奖级的大派送，此次的 5亿元大派奖可谓史上力度最强的
一次派奖。

派奖规则显示，本次派奖金额为 5亿元，其中 2亿元用于一
等奖派奖，3亿元用于固定奖（四/五/六等奖）派奖。加奖后，3元
最高可中 2400万元，3元比 2元固定奖奖金实现翻倍。

据悉，此次 5亿元大派奖活动为体彩大乐透史上力度最强的
一次派奖。头奖派送期数为 20期，派奖总金额为 2亿元，如派奖最
后一期结束时仍有剩余，则顺延至派奖奖金完毕；本次派奖首期

（第 16042期）即投入 3亿元用于固定奖派奖。固定奖派奖将持续
至 3亿元奖金派完为止。若最后一
期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不足以支
付当期固定奖派奖奖金，则从超级
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补足，固定
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高达 5亿元的派奖规模、普惠
大众的派奖政策，这个四月开始
的体彩大乐透“5亿元大派送”，你
不能错过！ （陈 敏）

本报讯 （记者惠 婷）省纪委
微信公众号“清风中原”4 月 12 日
消息，3 月份，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中央
纪委要求，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316起，处理 472人，其中党
纪政纪处分 353人；处分人员中乡
科级干部占绝大多数，共 351 人，
处分县处级干部 2人。

分问题看，在查处的各类问题

中，“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仍然最为突出，查处问题 98起，处
理 136 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 101
人，占 3 月份处分人数的 28.61%，
与上月相比增加 4.29个百分点；居
第二位的“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处
分 58 人，占 16.43%；居第三位的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处
分 52 人，占 14.73%。这 3 类问题
处 分 人 数 占 总 处 分 人 数 的
59.77%。③12

本报讯（记者张海涛）国家防
总近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北方冬麦
区旱情露头。记者 4月 12日从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我
省目前仅中部北部县区出现轻度
干旱，其他地区土壤墒情良好。

近期北方冬麦区降水持续偏
少，部分地区土壤轻度或中度缺墒，
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900多万亩，其中
作物受旱面积 1200多万亩，春季待
播耕地缺水缺墒面积 600多万亩。

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了解到，4月上旬全省平均降
雨量 21毫米，中部北部地区降雨量
较少，其中新乡、焦作、安阳、鹤壁、
濮阳平均降雨量均小于 2毫米。

据 4月 11日对全省 122个墒情
监测站资料分析，全省旱情并不严
重。中部、豫北大部分县区出现轻
度干旱，仅淇县、安阳县 2个监测站
土壤相对湿度为47%，为中度干旱，
全省其他市土壤墒情良好。据气象
部门预测，本周我省还有一场降雨，
将进一步改善土壤墒情。③7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 实习生
袁 楠）4 月 12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我省日前制定出台《河南省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
强化市县政府和经办机构基金征
缴主体责任，督促市县经办机构进
一步加强基金征缴管理，确保企业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自 2007年我省实施企业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以来，制度覆盖范围
越来越大，基金收支规模快速增长，
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
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基金收支矛盾突
出等问题。今年 1月，省政府办公
厅转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意见》，提出进一步强化市县
政府和经办机构基金征缴主体责
任，改革省级统筹基金补助办法，并
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和

预算执行工作作为省政府对市县
政府的考核内容。《河南省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金预
算管理暂行办法》正是基于这一背
景制定出台的。

《办法》规定：省级不再按照原
先的根据各地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预算内收支缺口的 80%进行补助，
改为按定额补助、调标补助和专项
补助的办法执行；不得编制赤字预
算，若出现基金收支缺口，省级统
筹补助资金及地方结余不足以弥
补时，由当地财政补足。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指出，该
办法将有效避免积极征收的地方省
级补助越少，而征收不力的地方省级
补助越多的现象，促使市县经办机构
进一步加强基金征缴管理，努力做到
应收尽收，从根本上壮大基金支付能
力，确保养老金待遇发放，促进我省
企业养老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③7

改 革 是 创 新 发 展 的“ 点 火
器”。为有效化解历史包袱、改善
资产质量，增强金融服务“三农”的
实力，全省农信社围绕建立现代金
融企业制度，在将原来 2198 家乡
镇法人农信社整合为 144 家县级
法人联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
了“达标升级—组建农商银行—创
建良好银行”的“三步走”战略。

如今，在达标升级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的基础上，县级农信行
社产权制度改革正呈现出梯次推
进的良好局面。在全省经过整合
后的 139 家县级农信社中，已有
52 家成功改制为农商银行，另有
17 家已达到农商银行组建标准。
按照计划，未来两年，全省县级联
社将全部完成改制或达到农商银
行组建标准。

金融活，全盘活。省农信联社

相关负责人表示，改制后的农商行
法人治理更完善、经营机制更灵
活，将尽快打造成“支持地方经济
有力、支农支小有为”的良好银行。

事实上，深化改革的红利正
在凸显。全省农信系统组建的 52
家农商银行，其涉农和小微企业
贷款均领先于当地其他银行业金
融机构，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金融支持。③9

全省农信社存款突破万亿元

中原金融机构迈入“存款万亿俱乐部”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卢 迪 骈利辉）“十三五”开局不
久，我省农信社改革发展就实现新
跨越、“开门红”，一举成为全省首

家迈入“存款万亿俱乐部”的本土
金融机构。

4月 12日，好消息从省农信联
社传来：截至 3 月末，全省农信社

存款余额达 10290亿元，首次突破
万亿元；农信社贷款余额高达 5649
亿元，为中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源
源不断输送“金融活水”。

取之于中原，用之于中原。作
为扎根中原的本土金融机构，农信
社吸纳的资金，百分之百用于支持
我省地方经济。

数据显示，省农信联社成立 11
年来，存贷款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截至 3月末，全省农信社存款余额
达 10290亿元、贷款余额达 5649亿
元，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总

额的 19.95%和 17.12%，市场份额
均稳居全省金融机构之首。

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坚持“立
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全
省农信社金融支农支小持续发力。

金融支农方面，目前，全省农
信 社 涉 农 贷 款 占 贷 款 总 额 的
89.85%，且连续多年涉农贷款占全
省金融机构总额的 40%左右，农户

贷 款 约 占 全 省 金 融 机 构 总 额 的
90%，较好地发挥了金融支农主力
军作用。

金融支小方面，全省农信社小
微企业贷款连续多年实现“增量不
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
均增速”的目标，占全部贷款的比重
从最初的 27.35%上升至 46.93%，
占全省金融机构的 40%以上。

农业现代化水平越提高，对金
融的需求就越强烈。然而，长期以
来，农民贷款难、贷款慢、贷款贵，
成为影响“三农”发展的主要瓶颈。

农信社姓“农”，始终以服务“三
农”为本。为化解农民贷款“难慢
贵”顽疾，全省农信社在担保方式、
审批流程等方面大胆创新，推出可

“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
转使用”的“金燕快贷通”贷款产品，
农民和小微企业贷款像存款一样方
便。目前，“金燕快贷通”贷款余额已
达383.72亿元，惠及农民30.1万户。

为切实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让更多农民沐浴普惠金
融的阳光，我省农信社加快金融服务

“村村通”布局，着力推动基础金融服
务向行政村延伸。据统计，全省农信
社自助设备已达 7473台、POS终端
达 108868台，集存取汇功能于一体
的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达 8633个。
这些设备，80%以上布放在众多村庄
的中心区域，让广大农民足不出村，
即可享受到便捷现代的金融服务。

●鼓起中原富强“钱袋子”

●化解农民贷款“难慢贵”

●深化改革“支农支小”

我省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基金补助办法

北方冬麦区旱情露头

我省中部北部现轻度干旱

3月份全省查处违反
八项规定问题316起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我省女力士创佳绩
如意河畔 邀您来战

轩辕龙舟赛端午开赛

3元可中 2400万

大乐透最强派奖来袭
体坛快讯

4月 12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联合郑州经开区六一小学举办了读书月活动，旨在让更
多孩子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除读书活动外，双方还将举办文化大讲堂、航空航天科普展览，并邀
请童趣出版公司设立《环球探索》小记者站，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素质教育服务体系。⑤4

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影报道

▲孩子们在看书选书。
◀大河书局携手六一小学成立小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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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洛阳一景区餐厅特意请一群汉服爱好者客串服务员，她
们在端菜、斟酒上按照传统礼仪为食客服务，食客观赏餐饮礼仪，体验
洛阳古都的文化。⑤4 黄政伟 摄

4月 11日，郑州市青骢关怀公益志愿者走进金水区中心敬老院，开
展“奉献爱心，关爱老人”活动，为老人们送去了爱心礼包。⑤4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本报讯（记者马禄祯）4月 12
日上午，平顶山电子商务产业园举
行了第一批入驻企业签约仪式，阿
里巴巴平顶山产业集群、世界工厂
网、第五大街等 56家企业正式签约
落户，经营范围覆盖电子商务、旅
游、金融、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

平顶山电子商务产业园位于
该市新城区，占地 216亩，总投资 5

亿元，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重点
发展电商产业、移动互联网和现
代物流等产业，是一个花园式的
创业基地和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孵
化区，可容纳中小企业 100家入园
创业，进而可安置 8000余人就业。

目前，除已经正式签约入驻
的这 56 家企业外，还有近百家企
业报名入驻该产业园。③9

首批56家企业签约入驻
平顶山电子商务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