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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该村下河上组光荣脱贫户
余双彬的小院，堂屋门上鲜红的新春
对联依然清晰可见：“吃水不忘挖井
人，脱贫感谢共产党”。这是余双彬光
荣脱贫后，对党的好政策的由衷赞扬。

“他经常到俺家，给俺打气，让俺
好好种香菇。”一想起原村支书叶宏伟
对自家的帮助，年过半百的余双彬就
眼圈发红。

余双彬的妻子2008年正月底患
上了高血压，常年不离药，这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2016年，村里把
他纳入了重点贫困户给予帮扶。村支
书叶宏伟隔三差五总要到他家坐坐，
了解他妻子的病情，没钱抓药了，随时

从身上掏出 300 元、500 元给予接
济。余双彬拿着2万元的产业发展补
助金，连续两年种植香菇都在1万袋
左右，于2017年年底顺利脱贫。

岭岗村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
461户，1699人。通过认真排查、筛
选，经群众评议，全村最终评出建档立
卡贫困户15户58人。为使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如期脱贫，叶宏伟忙得像
停不下来的陀螺。

大坪地组贫困户余世青的妻子
精神失常，儿子多病，家庭生活非常困
难，这让余世青一度灰心丧气。叶宏
伟三番五次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还
协调帮扶责任人出资1万元，帮余世
青发展袋料香菇。2016年2月，余世
青的儿子病重，叶宏伟听说后，亲自驾
车把他的儿子送到近100公里外的县
医院，并帮忙办好住院手续后，才悄然
离开。

在叶宏伟的耐心帮扶下，余世青
每年收入几万元。他逢人便说，是叶
书记给他家带来了好运气。

有人对叶宏伟说，你已经是村支

书了，指挥就行了，不必事必躬亲。他
说，当支书就可以坐干枝？这不是脱
离了群众？干部多跑腿，群众才能脱
真贫！

2017年年底，岭岗村3户、14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如期脱贫，村
村通道路通了，袋料香菇产业扶贫基
地建起来了……

今年 2月 10日，农历腊月二十
五，叶宏伟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安排春
节前对贫困户的走访和慰问活动时，
却突然晕倒，在送去医院的途中停止
了心跳。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实实在在
的行动。叶宏伟当村干部17年，他用
双脚跑遍了全村的家家户户，他的病
都是日夜操劳、生活不规律累积下的，
他用暖心的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树
立了党在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桑坪
镇党委书记李海涛说。

告别岭岗村，已是夜幕降临，党
群服务中心门前文化广场四周灯光璀
璨。叶宏伟曾经亲手描绘的蓝图正在
一点点变成美好现实！8

宛城区农信联社授信现场

“村官、村医、农村教师”授信
找准乡村振兴切入点

5月 4日，宛城区农信联社在南阳
市黄台岗镇画家村隆重举办了村官、
村医、村教人员授信现场会，为“村官、
村医、农村教师”提供资金支持，以期
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优势、卫生优势
和教育优势，让“村官、村医、农村教
师”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者和领
路人，激发和带动全区农民干事创业、
脱贫致富的热情，为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强大支撑。

一花引来百花开，之后宛城区农
信联社又先后在红泥湾镇、溧河乡、茶
庵乡、金华镇等地举行“村官、村医、农
村教师”授信活动。据悉，该活动将持
续进行，6月份将覆盖至宛城区所有乡
镇、街道及专业市场。

“农信社作为联系农民的金融纽
带和支农主力军，如何在乡村振兴中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成为摆在农信社当
前必须解决的课题。”宛城区农信联社
理事长王玉忠说，“曾经一度，我们为
如何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而困惑，
后来经过大量调研工作，发现村官、村
医、村教工作稳定、信誉较好，在农村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便决定以此为切
入点，对其进行授信。”

6月 11 日，宛城区黄台岗镇的袁
玉庆望着大片的芦笋地，难掩收获的
喜悦。袁玉庆是该镇大夫村的村干
部，流转了 60多亩地种植芦笋、花菜
等蔬菜。由于种植芦笋前两年投入
大、产出低、从第三年才开始收获采
摘，因此需要流转资金较多。袁玉庆
两年前通过农户联保从宛城区农信
联社贷款 10 万元作为流动资金，解
决了燃眉之急。5 月 4 日，宛城区农
信联社举行的“村官、村医、农村教
师”授信现场会上，又为他授信 15万
元的额度。袁玉庆：“今年秋天，我准
备再建几个大棚。这次授信的贷款，
不用担保人、抵押物，对我们来说真
是太方便了！我一定争当致富创业
带头人，和村民们一起奔向发家致富
小康路。”

“村官、村医、农村教师”授信惠及
的不仅是袁玉庆，在宛城区只要“村
官、村医、农村教师”遵纪守法，诚实守
信，均可申请贷款。授信户有资金需
求，随用随贷、手续简便、利率优惠，真
正做到了便利和惠农。

金融扶贫 圆梦小康路

5 月 11 日，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
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表彰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溧河之星”。陈
官营村的方文克激动地走上舞台，捧
得了“脱贫之星”的奖牌。43岁的方文
克因残致贫，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扶贫攻坚中，宛城区农信联社为其办
理了小额贷款每月补贴 350 元，方文
克重振信心，在区、乡两级公益岗就

业，加上到户增收、教育补贴等多项收
入，他于2017年顺利脱贫。

方文克只是宛城区农信联社金融
扶贫的受益者之一。如何让广大贫困
户的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是该社
服务乡村振兴的又一个重要方向。宛
城区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区联社作
为承担精准扶贫的金融机构，积极融入
金融扶贫之中。在扶贫工作中体现了
农信社作为支农主力军的责任和担当，
成立组织、落实政策、建档立卡、入户调
查，研究开发了“贫困户脱贫小额帮扶

贷”和“产业、项目脱贫帮扶贷”贷款产
品，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转变，
着力解决了“钱的问题”，受到了各级部
门和广大农户的一致赞誉。

为切实将“金融扶贫圆梦小康”的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该联社积极响应
各级扶贫号召。面对全区8个乡镇162
个行政村，4875户 10057人脱贫任务，
农信社员工走村入户，主动工作。以乡
镇为单位，大力开展金融扶贫宣传工
作，共发放金融扶贫政策宣传单28000
份，各类海报 286张，为扶贫攻坚营造

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成立了6个
金融扶贫工作督导组，深入村组和贫困
户家中实地调查了解贫困户信贷需求
情况。先后组织召开小额信贷扶贫工
作动员会、调查会、汇报会、情况反馈会
32场，共筛选出意向贷款贫困户 1486
户，并建立了扶贫台账。在办理时简化
办贷手续，最大限度地开辟绿色通道，
为广大贫困户和带贫企业提供方便、快
捷的金融服务，全力落实好民生工程。
目前，支持带贫企业20家，投放金融扶
贫贷款1533户 7665万元，带动贫困人

员 4637人增收，基本实现金融扶贫全
覆盖，开启了非省重点贫困县扶贫新模
式。

帮扶企业
支持农村实体经济发展

6月11日，南阳市艾嘉源艾草科技
有限公司加工车间一片繁忙的景象。
这家企业位于宛城区红泥湾镇，是一家
集生产、开发、研究、销售于一体的专业
性艾草制品生产企业。它依托特色农
业发展优势，在发挥企业帮带作用，在
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为支持企业发展，宛城区农信联社
先后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贷款支持。

作为支农主力军，宛城区农信联
社在今年伊始就把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政治任务，将调整信贷结构、优化
信贷投向、提高信贷质量、增强服务功
能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农信社
是地方政府的银行和中小企业、城乡
居民自己的银行”定位，以“支持实体、
服务辖区”为己任，始终坚持“两个持
续”，通过不断增加信贷投放，改善金
融服务，为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强劲有力的资金支撑。

为支持企业发展，在经济下行、部
分银行压缩规模的情况下，农信社坚
持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累计投放
信贷资金 15亿元，对部分企业实行利
率优惠，积极帮助 201 家中小微企业
缓解流资困难，保证了优质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重点支持了区
内机械铸造、农资生产经销、农产品加
工、新能源、园林绿化、生物科技、商贸
流通等多个行业，与瑞丰粮油、环宇电
器、天力电气、蓝天燃气、汇博生物等
区内重点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循环授信、股权
质押、仓单质押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支持了辖内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为更好服务“三农”，宛城区农信
联社还大力支持全区农业“春耕备播”
和“夏收秋种”，累计投放 8878 万元，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资金支撑；
针对不同的服务群体，农信社创新推
广“五通四款”即农贷通、商贷通、微
贷通、消贷通、职贷通；家装贷、精英
贷、商易贷、税易贷。正在推广周转
贷、信易贷、优易贷、按揭贷、三村贷等
贷款便民产品，在改善广大农民群众
和社区居民生活生产的同时，也促进
了地方经济发展。8

金融活水激荡乡村振兴
5月 29日，“村官、村医、村教”暨贫

困户授信现场会在南阳市宛城区金华镇

举行。授信现场，南阳市宛城区农信联

社工作人员为 24名村官、村医、农村教

师和贫困户进行了颁牌授信，额度 10

万-20万元，全部实行无担保、无抵押、

纯信用贷款。

这是南阳市宛城区农信联社服务乡

村振兴的又一举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以来，宛城区农信联社创新性地提出了

以支持实体经济为根本，以村官、村医、

农村教师为切入点，以提升金融服务质

效为目标，以实施普惠金融为抓手，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增强广大农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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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是全村数一数二的
富裕户，没想到去世后，村
民帮忙整理遗物时，却发现
了十几张欠条，累计算下来
有20多万元。

叶宏伟是岭岗村大坪地组人，早年家
境贫寒，18岁开始购销中药材，经过十几
年的打拼，积累了几百万元的资本。
2001年，他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2016
年1月，任岭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干部官
职小，管的事情多，大到征地拆迁，小到家
务事处理，没有叶宏伟不操心的。

“这些年来，他给药农提供信息，帮助
药农销售，宁愿自己吃亏，也要让群众得
利。”下河上组组长余大普泪流满面地说。

2010年 11月，中药材山茱萸降价，

市场滞销，没有客商，群众生产的山茱萸
卖不出去。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
减少药农损失，他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一
个外地客商，同意以50元一公斤收购群
众手中的山茱萸。客商声称资金不足，请
叶宏伟赊欠了100多万元，承诺货运回后
款项全部付清，双方签订了协议。可是货
运回后，由于山茱萸继续降价，对方亏损
严重，拒绝付款。

为此，叶宏伟先后多次到周口市西华
县与对方打官司，可是对方实在拿不出
钱，叶宏伟只好把剩下的100多万元山茱
萸拉回来折价出售。药材销售出去后，群
众一分钱没少，他自己却搭进去 17 万
元。有亲戚说，你咋恁实诚呢，以实际成
交价把货款付给村民不就行了，哪有给人
家办事自己掏钱的？他却说，人前一句
话，马后一鞭子，当村干部就要一诺千金，
不能怕吃亏，只要群众利益不受损失，没
啥。

“以前他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没想到去世后，村民帮忙整理遗物时，却
发现了十几张欠条，累计算下来有20多
万元。”村民叶少亭说。

叶少亭
西峡县桑坪镇岭岗村

叶宏伟当村干部 17 年，他用

双脚跑遍了全村的家家户户。

李海涛
桑坪镇党委书记

一片丹心映岭岗
——追记西峡县桑坪镇岭岗村原党支部书记叶宏伟

2 “干部多跑腿群众才能真脱贫”1 “怕吃亏就当不好村干部”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章东丽

芒种时节的伏牛山一片葱茏。

站在西峡县桑坪集镇东南端

的岭岗鹳河大桥西头向东眺望，岭

岗村就像镶嵌在这葱茏中的一颗

璀璨亮丽的明珠：醒目的党群服务

中心、漂亮的新型社区、宽阔的文

化广场、开满鲜花的游园，还有那

一条条平坦的组组通道路，在绿树

掩映中，过小桥、绕山脚，延伸到一

个个农家小院……

“这些年岭岗村由穷山沟变成

了俏模样，多亏了叶书记！”刚一下

车，现任村支书余泽生就给记者当

起了向导，带着四处看，说着说着

流下了热泪。

余泽生说的叶书记就是年初

病逝于工作岗位上的前任岭岗村

党支部书记叶宏伟。村民们都说，

他中等身材，黝黑的脸盘，虽才五

十出头，鬓角的头发已经泛白，话

不多，但却是热心肠。

斯人已远去，回忆却永远留在

岭岗村群众心中。看着叶书记生

前用双手打造出的这一幅幅乡村

新画卷，村民一次次模糊了双眼，

往事历历在目。

插图/王伟宾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齐彬 朱华臣

创建“双一流”南阳农信在行动

宛城区农信联社工作人员在芦笋基地了解经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