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观察/南阳│19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
统筹 尹红杰 李铮 孙勇 组版编辑 王屹立

●● ●● ●●

脱贫攻坚决胜战役中，金融扶贫作为具有
“造血功能”的长效机制，其中的积极探索和有
益经验受到广泛关注。据河南银监局“河南省
银行业金融精准扶贫情况统计”显示，截至
2016年年末，河南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
贫小额信贷总投放量为46.529亿元，共带动贫

困人数143496人。其中，南阳银监分局“四措
并举”——率先建立“4441”扶贫小额信贷分片
包干责任制，建立监管督导机制、统计监测机制
和信息沟通交流机制，数据显示，南阳市去年扶
贫小额信贷余额为20.3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44%，比年初增加13.13亿元，增量占全省增量

的46%，带动贫困人数32635人，占全省的
22.74%，形成了耀眼的“金融扶贫南阳现象”。

南阳市相关金融机构在扶贫工作中都摸
索出了哪些积极的方法，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
验，今天,我们将关注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的
做法——

社旗邮储：落实普惠金融 实现精准扶贫
□南阳观察记者 王昊 本报通讯员 宋玉长 徐露 李咏梅

社旗县赵河区官寺村的贫困户张勇仙，三个女儿都已
出嫁，家里只剩下60多岁的老伴和活动不便的娘家爹三口
人过日子。缺少壮劳力的“高龄家庭”，料理十几亩土地一
年下来的麦子和玉米，也只够勉强糊口的，是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

不过，今年开春后，张勇仙夫妇突然把土地种植规模扩
大到105亩，还计划着多种一点经济作物……是什么带来
了新的变化呢？原来是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的员工到村里
宣传该行的扶贫贷款产品，得知该产品无息贷款非常适合
自己，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申请了贷款，没想到3天后，该
行就将5万元的贷款发到了她的手中。

“惠农易贷”脱胎于扶贫
小额贷，重在惠民

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积极推行普惠金融，首先在优
惠政策和产品宣传上下功夫。他们主动结合县脱贫攻
坚办公室，共同入乡进村，把各种扶持优惠政策汇编送
到贫困户家中、手中。张勇仙夫妇就是在该行的工作人
员到村里进行宣传推介时，得知自己符合“惠农易贷”贷
款条件的。

在扶贫贷款产品上，2015年4月，邮储银行社旗县支
行积极与县扶贫办合作，率先向省行申请并获得批复，最先
推出了“惠民扶贫贴息小额担保贷款”。主要针对政府认定
的贫困村互助社社员进行发放，该产品由互助社的互助资
金担保，可以进行五倍放大，信贷员上门服务，阳光透明。
6月15日向下洼吴庄村的互助社社员发放全省第一笔扶贫
贷款，这一行动在全市、全省一直位于领先地位。

为延续优势，扩大金融扶贫的范围，2016年12月，邮
储银行社旗县支行又向省行申请开发了“惠农易贷”，该产
品推出不久，就成为最受贫困户欢迎的产品。说起“惠农易
贷”，其实脱胎于扶贫办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贴息
小额担保贷款”。贷款金额1万至5万元，贷款期限12个
月，按月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其中，政府贴息4.35%。“惠
农易贷”贷款对象覆盖更广、手续更加简单，实现3天放款。

“脱贫助力贷”瞄准带动脱贫的经济体，重在带富2
除直接帮助贫困户脱贫外，邮

储银行社旗县支行还把目光转向
了能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新型农村
经济组织，专门设计开发了“脱贫
助力贷”。该产品针对扶贫部门确
定的具备带动贫困户能力的新型
农业经济主体进行发放，贷款金额
提高到 50万元，贷款期限 12个
月 ，月 利 率 4.715%（年 利 率
5.655%），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
还本后，再由政府贴息3%。从金
额上进一步满足新型农村经济组
织资金需求。

社旗县苗店镇老沟刘村七组的

长毛兔养殖专业户马卫东，2014年
4月开始兔子养殖，自己致富后不忘
附近乡亲，主动帮助附近村民进行
兔子养殖，不仅提供种兔、饲料、养
殖技术等，甚至连销售也包揽下来，
乡亲们来他这里卖兔毛，每斤可以
多卖两三元钱。目前，他的养殖场
存栏数量近3000只，仅用工就带动
贫困人口就业10余人，每人每天可
领工钱50元左右，剪兔毛每剪一只
能拿3元，一年可剪6次毛，基本上
是刚剪完一轮，另一轮的毛就又长
起来了。按现在的规模，每人每年
收入达5万多元。去年，他已经成功

带领3家贫困户脱贫。
为带动更多人致富，马卫东夫

妇去年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共带动
17家贫困户进行兔子养殖。规模
一大，马卫东对大伙儿的饲料供应
有点跟不上，他希望能新建一个饲
料大棚，购置一台生产能力更强的
饲料机。了解到他的这一需求后，
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很快为他提
供了20万元的贷款。“马上我就会
把这边的场地清理好，购置一台每
小时能生产2吨兔饲料的新设备，
这样就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了。”马
卫东开心地对记者说。

精准扶贫成效显著，金融扶贫再筹新篇3
近年来，邮储银行社旗县支行

不断拓展金融服务领域，加快经营
模式转型和产品服务创新，在全面
落实普惠金融，扶持脱贫致富样
本、探索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道路
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成效显著，
脱贫效应初步显现，贫困户的奔富
路越来越宽。

2016 年该行累计发放贷款
2.36亿元,带动3559户贫困户脱
贫。其中：发放涉农贷款1.5亿元、带
动贫困户2211户，发放互助社贷款
1030万元、带动贫困户216户，发放

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1725万元、带
动贫困户347户，家庭农场贷款
2420万元、带动贫困户243户，创业
贷款3460万元、带动贫困户542户。

今年，该行继续加大扶贫贷款
的投放力度，仅前三个月，已经累
计发放1.2亿元,带动2087户贫困
户脱贫。其中:发放涉农贷款5592
万元、直接带动贫困户1125户，互
助社630万元、带动贫困户155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860万元、带动贫
困户183户，家庭农场1660万元、
带动贫困户143户，再就业创业贷

款3258万元、带动贫困户481户。
邮储银行社旗支行行长谭冬梅

表示，下一步，该行将在政府主导
“搭台”的基础上，唱好金融扶贫
戏，加大惠农贷款政策宣传力度和
贷款投放力度。逐村召开推介会，
让广大群众有贷款需求，第一时间
就想到邮储银行，力争2017年实
现全县新型经营主体脱贫放款
5000万元，再就业创业贷款5000
万元，贫困村互助社放款2000万
元，建档立卡贫困户放款2000万
元，其他涉农贷款1.5亿元。8

南阳银监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武向党：
金融扶贫工作任重道远。邮储银行的“惠农易贷”“脱贫助力

贷”都是落实精准扶贫要求的产品。邮储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大大
解决了小额扶贫贷款精准投放问题。希望邮储银行再接再厉，继
续发挥网点多、农村服务覆盖广、客户数量多等优势，继续将服务

“三农”、助力农民脱贫致富作为工作重点，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奏响金融扶贫最强音。

1
社旗邮储的员工到养兔户家中了解资金使用情况

主管部门点评

如何把党建服务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看淅川“四联两聚”——

“实”字当头丈量基层党建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柯征

4月20日，淅川县上集镇大坪村党群服务中心
的广场上热闹非凡，来自淅川县老年大学的“最美夕
阳红”演出队，为这里的村民带来了一场精心准备的
文化演出。

“专业演出看着就是带劲儿，我们也能跟着人家
学习学习。”大坪村的周青霞是村里的广场舞爱好者，
县里送来的文化演出深受她和姐妹们的喜欢。

“广场上有了人气儿，我们心里就有了底气。”在
大坪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平看来，广场上的人气儿代表
着村里的凝聚力。

凝聚力从何而来？“基层党建服务做实了就是生
产力，就是凝聚力。”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一语中的。

2016年1月份，南阳市《关于开展“四联两聚”活
动的实施意见》出台，拉开市、县、乡(镇)、村四级联合
发力，共同服务群众的大幕，一年多来，淅川县也在此
实施意见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以“实”字当头丈量基
层党建服务。

“现在市、县两级行政服务中心将
102个项目同步纳入网上审批系统，服
务流程的不断优化，党群服务中心日常
政策性服务愈加便民化、快捷化。办理
低保不用镇里、县里来回跑，家里等结
果就行。”在上集镇张营村，村党支部书
记温景明说，党群服务中心的建立让百
姓少跑了不少冤枉路，可也不是没有苦
恼，“政策性业务不会天天有，一年到头
来可能也就两三百件，没有群众来的时
候，服务中心就只剩工作人员干等
着。”投资几十万元的党群服务中心，
门可罗雀，让村里的干部有些心疼。

怎样才能真正把村级组织活动场
所打造成便民利民惠民的“民心工
程”？

“3年来淅川县共投资1.1亿元，
对240个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标准
化建设，有场地就要发挥场地的服务
功能，聚起人气，才谈得上发挥凝聚
力。”淅川县委组织部部长王稚说，经
过多次调研，县委组织部提出解决方
案：想群众所想，群众需要什么，就服
务什么，把服务做到群众心里。

以张营村为例，作为移民后靠村，
属于城乡接合部，非常适合都市休闲
农业的发展。两年前，村里引进了雄
升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种植花卉
苗木，发展林果采摘为主，为村里带来
了不少务工的机会。

“我们平日里负责大棚看护，一个
月能有1800元的收入，技术上平日里
到党群服务中心看着电视学。”村民吕
志平所说的“电视”指的就是党群服务
中心通过远程教育平台为村民提供的

“农事早知道”栏目，为在村里务工和
种植大棚的群众提供技术支持。

“现在年轻人思想活跃，对电子商务
有一套，为了给他们一个学习平台，我们
专门开办了电商培训班。”温景明介绍，

应村里年轻人的需求，村里党群服务中
心不仅专门建设了电脑教室，还先后进
行了为期20期的电子商务培训，先后培
训88人。村民在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
的，还免费得到了一台电脑。如今500
多人的村子里已发展电商20多家，将地
方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在张营村，党群服务中心不
仅是培训基地，也是村里的文化中心，
除了村里“个人定制”的服务外，市县
两级为这里送来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演
出、健康检查、科技、法律知识，镇上包
村的干部定期会列出服务清单，群众
点单，政府买单，形成了市县特色服
务、乡镇下沉服务、村级日常服务，四
级联合发力的局面。

“服务多了，群众来的就多，见面
唠上几句，你来我往，感情就深了。聚
人气，才能聚得了民心。”在温景明看
来，每一个服务都是一次密切干群关
系的机会。

“我们已经组织了近40个县直单
位成立十个专业团体，将走进230余个
村，常态化开展总计上千场次、形式多
样、贴近实际、群众欢迎的各类服务和
活动，并且按照每村10万元的标准为
23个‘四联两聚’活动示范村解决活动
专项经费230万元；按照人均800元的
标准落实村干部培训经费，实现让村
部有钱办活动、有人做活动、有场地组
织活动的目标。”王稚说。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党建服务实现
常态化、实现信息协同，资源共享，淅
川县探索建立起县、乡(镇)、村(社区)
三级互联互通的电子党务信息系统。
全面展示包括组织、干部、人才、基层
党建等信息，并完全整合党务管理、党
员活动管理、组织生活平台。目前，电
子党务信息系统正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培训。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的所在
地，淅川是一个精神富矿，“移民精神”已
经成为淅川县的党建品牌。

如何发挥党建品牌，让党建真正融
入每一项日常工作中，实现党建服务抓
铁有痕？

“我们组织‘移民精神’宣讲团进社
区、进农村、进企业，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讲
忠诚、顾大局、敢担当，将‘移民精神’践
行在淅川建设的每一项工作中。”淅川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福振说，与此同时，淅
川县委研究出台了《淅川县关于全面推行

“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通过4个方面
37条具体措施，全面推行“党建+”行动，让
党建服务在精准扶贫、移民发展和生态旅
游等关乎全县经济发展，关乎群众切身利
益的事业当中发挥核心作用。

作为渠首，淅川县主导产业形已成以
生态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作为生态旅游
的龙头企业，淅川县在仁和康源、丹圣源
等有实力的涉旅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中大力开展“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新建党委5个、党支部135个、选
派党建指导员和联络员172个。

“党员在我们企业中发挥着领头雁
的作用，他们搭建起企业和村党支部联
系的桥梁，通过党员的宣传带动，我们与
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能够让群众
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获得实
惠，实现脱贫致富。”仁和康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念峰说。

截至目前，淅川县已经规模发展茶
叶、软籽石榴、核桃等林果产业19.2万亩。

在香花镇柴沟村，这里曾经吃水难、就
医难、行路难的问题逐渐在改善。“以党建为
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
才能真正实现带着群众甩开膀子干。”作为
该村驻村工作队长，来自南阳市南水北调办
公室的杨青春感触颇深。初到村里，一番摸
底走访，驻村工作队找到了导致村里贫困的

症结。“基层党建活动较少，村级党组织涣
散，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差。”

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杨青春带
领驻村工作队，首先协助村里配齐了班
子，并以县里开展的“两弘扬一争做”教
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在柴沟村展开常态
化的基层党建活动，把扶贫先扶志作为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通过开展党员干
部恳谈会、文明表彰会、学生励志讲座等
活动，增强群众的参与度，密切村班子和
群众的关系。目前，驻村工作队和村班
子带领着村里人一起改变着柴沟的新面
貌：投资70余万元修建的两处供水站正
在施工中，全村吃水难问题指日可待；6
条 30公里长的水泥路已经畅通；国道
241至村新搬迁安置区3公里重要连接
线路基拓宽改建正在进行，建成后将成
为一条新的村域旅游通道……

像杨青春一样，奋战在淅川县脱贫攻
坚一线的有176位第一书记、366名驻村
工作队员、1000余名帮扶责任人，帮助贫
困户梳理思路、筛选项目、落实资金、解难
解困。2016年，全县帮扶单位为分包贫困
村帮上项目80多个，发展经济作物5万余
亩，培训人员12000余人。去年该县已有
3个贫困乡镇摘帽和25个贫困村出列、
9752名贫困人口脱贫。

“去年以来，我们以党建为统领，创
造性开展了‘弘扬移民精神、弘扬好家风
家训，争做最美淅川人’实践教育活动，
凝聚了淅川发展正能量。今年，我们将
继续以‘四联两聚’活动为抓手，持续开
展好‘清理村级财务、清理惠农资金项
目、清理不合格党员，深化党务政务村务
公开’专项活动，坚定不移抓党风、带政
风、促民风，探索创新党建服务品牌，消
除基层党建盲点，建强基层党建基础，树
立‘一村一品’党建特色，为水清民富县
强新淅川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县
委书记卢捍卫说。15

服务有了“个人订制”
真金白银建设的平台有了温度

做实“党建+”行动
党建服务抓铁有痕

党群服务中心专门为群众开辟了电商运营、服务和学习平台

社旗邮储的员工在田间为农户讲解贷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