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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可能不？
“当然可能。啥时候需要资金了，谁
都不用找，拿着贷款证去柜台,20多
分钟就把钱贷走了。”5月10日，兰考
县谷营镇爪营二村的黄亚洲对记者
说，对于他来说，早就不存在贷款难
贵慢的问题了。

黄亚洲在镇上开了一家粮食收购
公司，每年仅小麦、玉米的收购量就达
5万吨，资金需求量巨大，他的坚强后
盾就是兰考农商银行的农户小额自助
贷款。“我的授信额度是50万元，就像
刷信用卡，在限额内想刷多少就刷多
少，一年之内啥时候还都行。”

此前，在使用农户小额自助贷款
前，黄亚洲一直用的是担保贷款。现在
不用担保、抵押，贷款户方便了，银行的
风险如何防控？贷与不贷谁说了算？

“实际上，农户小额自助贷款把
贷款的决定权下放到村里了。”兰考
农商银行农户业务部经理刘占岭说，

“要想拿到贷款证，首先要过村级评
定组织这一关。”

村级评定组织由社员代表、党员
代表、村“两委”、乡镇驻村干部、农商
银行包干客户经理共 9 至 15 人组
成。“申请户是否崇尚科学、品行端
正、无不良嗜好，是否邻里和睦、家庭
团结，村里最清楚。”

刘占岭介绍，申请户一批批地通

过村级评定组织评审，农商银行再根
据个人信用、经济实力和偿还能力确
定各自的授信额度，发放贷款证。

2016年兰考开始建设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推动金融服务从重点支
持“阳春白雪”到同时关心“下里巴
人”。作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主
办行，2016年以来，兰考农商银行加
大了这款受到群众热捧的贷款产品
的推进力度。

截至2017年4月，全县450个行
政村中，兰考农商银行已对376个行
政村开展了评定工作，对辖内农户累
计授信达8240户，累计授信额达7.09
亿元；累计用信34016笔，累计用信额
达29.14亿元，贷款余额达3.49亿元。

像黄亚洲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感
受到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兰考农
商银行累计对 3600多户种植业、养
殖业农户授信3.42亿元，累计发放贷
款13.78亿元。乐器制作和桐木板材
加工是兰考县的优势特色产业,不少
农户、个体户、小微企业主都参与其
中，兰考农商银行累计授信 6974万
元，累计发放贷款2.67亿元。

一次授信，每年过审，品尝到农
户小额自助贷款的好处，大家越发爱
惜自己的信用记录，授信与贷款形成
良性的循环互动。据介绍，2018年，
农户小额自助贷款将覆盖兰考县全
部行政村，更多的人将分享到普惠金
融的阳光雨露。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 月 10
日，省公安厅通报了全省公安机关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战果。去年以来，
全省警方共立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7673起，破案4687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6664名，公安部共12次通令嘉奖
和贺电表扬。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王延青介
绍，当前我省经济犯罪形势严峻复杂，
非法集资案件高发，金融犯罪多发，信
用卡诈骗案件大幅攀升，税收犯罪突
出，网络传销与传统传销相互交织，作
案手法更加隐蔽，涉案人员众多，查处
难度大。此外，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以
炒原油、贵金属、比特币、邮币卡为代
表的诈骗犯罪不断增多，手法多样。

去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
犯罪、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
口退税犯罪、打击假币、假银行卡犯
罪等专项行动，侦办了一大批案件，
抓获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有效遏制
了经济犯罪高发势头。

当日，省公安厅通报了“猎狐”专
项行动情况。去年以来，全省警方通
过引渡、遣返、劝返等措施，从美国、
加拿大、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等
20个国家和地区缉捕逃犯 39名，其
中“红通”逃犯5名，外逃党员和国家
工作人员、涉腐案件外逃人员 5名。
此外，还向社会公布了全省打击经济
犯罪十大精品案例。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平）5月11日，记者
从省卫计委获悉，截至2017年5月4日，
我省注册护士达325493人，全省已逐步
建立起一支数量规模适宜、素质能力优
良、结构分布合理的护士队伍，很多省级综
合性医院的护士队伍已转为以本科、硕士
毕业生为主，临床护理力量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我省各级医疗机构积极践
行国家医改政策，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
到家庭和社区。“十二五”期间，我省专科
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提高了
护理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护理管理科学化
水平。全省71所三级医院优质护理服务
病房实现100%全覆盖，92.6%的二级医
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不断提高。②40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王为峰

这些天，台前县众鑫羽绒有限公
司喜事连连：刚接了浙江萧山柳桥集
团、安徽鸿润集团等几家国内知名羽
绒企业的订单，荷兰、德国等欧盟国家
的订单又纷至沓来。

“新国标就像为台前羽绒产业打
了个大广告。”众鑫公司总经理白宗仓
激动地说。

这个所谓“新国标”，正是刚刚在台
前县发布的羽绒、羽毛检测国家标准。

“它更接轨或高于国际标准，是我国羽
绒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
羽绒工业协会理事长姚小蔓表示。

逼出来的“羽毛大军”

5月 10日，台前县鹏达羽绒制品
有限公司厂房内，其自主研发、拥有11
项专利的大型设备，每天“吞”进40多
万只鸭子的原毛，“吐”出4—5吨精品
羽绒。像鹏达公司这样定位高端的羽
绒企业，在台前县已是普遍现象。

“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成就了台前羽绒产业。”鹏达公司负责
人臧进保告诉记者。

然而，台前羽绒产业也经历了粗放
式经营的低效和困惑，因为产品初加
工、附加值低，企业往往“出力不讨好”。

“面对困境，我们主动求变。”台前
县委书记常奇民说，县里鼓励企业与
国内外同行业知名企业、科研单位、大
专院校合作，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产业的科技含
量、出口规模及配套能力，叫响了台前
羽绒产业品牌，羽绒产量占据全国市
场的四分之一。

羡慕不来的“法宝”

从“中国羽绒之都”浙江萧山前来
投资兴业的许祖民认为，台前县的最
大“法宝”，是拥有“别人羡慕不来的政
府扶持力度”。

“羽绒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
水，可当时我没那么多钱购买污水处理
设备。”许祖民说，县政府规划建设的羽
绒工业园帮他解决了难题。羽绒工业

园投入数千万元建成日处理能力达3.5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为入驻企业省下一
大笔费用。

为推动羽绒产业转型升级，台前
县制定了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规划
建设以羽绒为主导产业的省级产业集
聚区和羽绒及服饰产业园、飞天羽绒
工业园等多个大型园区，引进和培育
雪鸟实业、众鑫羽绒等40多家羽绒制
品及服装加工龙头企业，引导金融系
统对羽绒产业降低门槛，加大贷款支
持力度。同时，该县还成立了羽绒服
装行业商会，促进信息共享、风险共
担、合作共赢、抱团发展。

“台前县重点围绕羽绒产业规模开
发、提质增效、外向渗透做文章，运用政
府、企业、协会、市场四位一体运作机
制，全力打造百亿级羽绒产业集群，擦
亮‘中国羽绒之乡’‘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专业型示范基地’‘中国优质羽绒产地’
等国字招牌。”台前县县长王俊海说。

送上门的“加速器”

“新国标”发布后，坐落于台前县

的河南省羽绒羽毛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积极更新检测方法；雪鸟实业、华
泰羽毛、武元制衣等出口主导型核心
企业也正“摩拳擦掌”。

“继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后，雪鸟获得了一个送上门
来的‘加速器’。”雪鸟实业负责人认
为，“新国标”将提升台前羽绒及制品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走出去”取经，“请进来”交流，台
前羽绒从未在国内外产业舞台上缺
席。在“中国（六安）羽绒大会”“萧山
国际羽绒节”“台前国际羽绒节”等活
动中，台前羽绒频频与国际品牌、国内
外行业商协会“触电”，全面提升国际
知名度、专业创新力、设计话语权。

目前，台前拥有羽绒及服饰加工
企业80余家，从业人员3.5万余人，年
深加工原材料能力达4万吨，年加工羽
绒服装及羽毛工艺制品能力达 3500
万件。2016年，台前规模以上羽绒及
服饰企业总产值达63亿元，出口创汇
达9300多万美元。

在台前人眼中，轻飘飘的羽绒飞上
了天，沉甸甸的财富也就落地了。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有着这样一
支护理团队，他们专注于肿瘤患者的
心理需求与照护，用耐心和细心为病
人送去阳光般的心灵抚慰。这就是
该院成立的临床心灵关怀师团队。

5月11日下午，在省肿瘤医院妇
瘤科病房，记者见到了 36岁的癌症
患者张娟（化名）。张娟长得很漂亮，
有爱她的老公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家
庭十分幸福。就在两个月前，被确诊
为宫颈癌的消息让她一度陷入悲
伤。住院第一天，陌生的环境、疾病
的恐惧、家人的牵挂，一系列复杂的

感情涌上心头，这位年轻的母亲独自
在病房里放声痛哭起来，这一幕正巧
被病区值班护士长看到。

经过护士长的主动沟通，该院临
床心灵关怀师李园园来到了张娟的身
边。李园园的耐心陪伴与交流，让张
娟积压在内心已久的情绪终于有了发
泄的去处，张娟焦虑的心结被逐渐打
开，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如
今的她已顺利接受了治疗，病情平稳。

有专家表示，战胜癌症的秘诀除
了要接受正规治疗外，充分调动自身
的心理潜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然而，在临床中，几乎每个癌症病人都
多少存在心理问题，其中约三成癌症

患者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对于成年人
的心灵关怀，最重要的是学会倾听，引
导病人倾诉，让他们感受到爱和关怀，
激发病人对生活和美好的向往，这样
有助于舒缓治疗过程中的心理创伤。”
负责临床心灵关怀师培训工作的焦妙
蕊感受深刻。长期工作在临床护理一
线，焦妙蕊见到了太多的肿瘤患者，因
为对疾病的恐惧以及放化疗期间产生
的不良反应，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进而
影响了治疗和预后康复。

为了帮助肿瘤患者摆脱心理压
力，积极接受治疗，焦妙蕊考取了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并于2010年自
发在病区成立了患者心理疏导室。

2016年2月，在医院护理部的积极推
动下，医院与香港一家临床心理协会
合作，该院40名护理人员经过一年的
系统培训和严格考核，顺利结业，成为
我省首批助理临床心灵关怀师。

面对庞大的患者群体，省肿瘤医
院十分重视癌症病人的心理治疗。医
院目前已培养国家心理咨询师55名，
开展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治疗、心
理康复讲座、沙盘治疗、心灵剧场、读
书会、巴林特小组等系列活动。值得
一提的是，很多护士都是这些活动的
发起人和组织者，她们致力要做癌症
患者的倾听者与陪伴者，用最大的努
力帮助患者渡过难关。②40

本报讯（记者 高超）引进国外技
术、管理人才项目156项；资助聘请外
国专家1966人次，来豫工作或访问的
外国专家达5000人次……5月 10日，
在全省引进外国人才和智力工作会议
上，我省“晒出”去年引智工作成绩
单。今年，我省将继续聚焦五大国家
战略，突出“高精尖缺”人才的引进。

高端引智项目取得新突破。去年
国家批复我省引进国外经济技术、人
才类项目33个，高端外国专家项目20
个，获批经费 1244 万元，为历年最
多。河南科技大学聘请的日本材料领
域专家尾板明羲教授，入选第六批国
家“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成为我
省第四位入选该计划的专家。中信重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美国专家伊沃·
波特入选国家首批“首席外国专家项
目”。此外，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也分

别入选国家相关引智计划。
新增13个省级引智成果示范推广

基地，全省引智基地数量达到 65个。
“这些基地致力于发展现代农业、拉长

产业链条，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产
业结构调整作出贡献。”省外专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地方引智工作也亮点频现。郑州

市儿童医院作为国际继续教育组织中
国（郑州）基地，邀请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瑞典、日本等专家41人，为医院带
来国际前沿的先进管理理念和专业技
术。凯盾洛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引进
一批俄罗斯专家，研发“海洋环境探测
机器人项目”，突破了目前国内同类产
品的起测高度及精确度。

今年，我省将继续聚焦五大国家
战略，突出引进“高精尖缺”人才的导
向。将大力推进郑州航空港引智试验
区建设，争取国家外专局与省政府早
日签署相关共建合作协议，推动全省
引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持续实施国
际人才合作项目资助和高层次人才国
际化培养资助两大引智计划。继续帮
助中小微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技术专
家，并在引智项目上进行优先支持和
重点扶持。②40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司
马连竹 杨振辉 高帆）5月 9日，“院
士专家（淅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在
南阳市淅川县正式落地，今后，来自
北京科研机构和院校的专家将通过
这一平台，与当地政企开展深度合
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
科技、人才服务。

受淅川县邀请，5月 8日至 9日，
来自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的 7人院士专家
团队，深入淅川的企业车间，走进渠
首的田间地头，调研科技创新水平，
共谋绿色发展良策。

“饮水当思源，我们将带着全国

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在工业、农业、旅
游、文化等多方面与淅川展开深度合
作，通过技术、人才支持，为淅川绿色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清华
大学前副校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
副会长张暮葏表示。

据了解，院士专家团此行已与当
地达成系列合作意向：清华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等院校，分别与淅减公
司、淅川县政府达成协议，在工业科
技成果转化、农产品改良和产业升级
方面开展合作；北大方正教育发展研
究院则与南阳信息工程学校开展合
作，共建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南阳
学院（大专）。③4

台前羽绒“舞动”新国标

我省“晒出”引智成绩单
去年来豫工作或访问外国专家达5000人次

让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

我省警方重拳打击经济犯罪

受到公安部12次
通令嘉奖和表扬

淅川：借智院士促绿色发展

我省注册护士
达32.5万人

“白衣天使的新角色”②

做癌症患者的倾听者和陪伴者

▶郑州人民医院的护士张鑫娜在
给病人配药。此前，她在雨中跪地救
人，被誉为“最美女孩”。⑨6 本报记
者 邓放 摄

聚焦兰考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建设

5月11日，灵宝市供电公司“电力雷锋”青年志愿者们走进朱阳镇犁牛河小
学，为留守儿童捐赠校服、文体用品等，献上一份爱心。⑨6 石文风 王君 摄

全省引智基地数量达到65个

去年国家批复我省引进

国外经济技术、人才类项目33个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20个

获批经费1244万元，为历年最多

新增13个

省级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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