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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郑伟伟

作为脱贫攻坚系统中的强力引擎，金融扶贫是增强

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作为地方金融机构的重要力量，焦作农信社

（农商银行）充分发挥“离农最近、与农最亲”的优势，以扶

贫小额信用贷款为载体，发挥金融产业扶贫主力军作用，

走出了政策引导、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农户受益有机结

合的金融参与精准扶贫的新路子，奏响了金融扶贫最强

音，带动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地方传真

武陟慈善助力扶贫获中华慈善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精准
扶贫责任，探索创新扶贫模式，帮助群众拓展脱贫
路径，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焦
作农信社一以贯之的作风。

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加大贫困群众和贫困
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断扩大贫困农户贷款覆盖
面，大力实施产业金融扶贫，加大扶贫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该社创新推出“支农惠贷通”“致富贷”“农村青
年创业贷”“巾帼富”等信贷产品20余个，有效满足了
贫困户生产经营、就业创业等多方面的资金需求。
创新实施“农信社+企业+农户”“农信社+政府保证
金+企业+农户”“农信社+贫困户+企业+保险公司”
等金融扶贫模式，对“四大怀药”、光伏产业、云台山
周边农家乐等特色产业优先扶持，先后支持特色企
业21家，带动132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该社以“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乡
（镇）”为目标，优化金融服务水平，改善农村支付服
务环境，推进金融惠民工程和“村村通”建设，降低

扶贫贷款准入门槛，简化办贷流程，让贫困户就近、
方便、快捷地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的便利。

通过优化乡镇网点布局、增加电子机具、扩展
服务功能等措施，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努力解决
偏远地区、贫困村的金融服务问题，普惠金融覆盖
面更广泛。累计布放 ATM 机 379 台，POS 终端
1428台，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 672台，惠农支付
服务点 214个……基本实现了“乡乡有机构、村村
有机具、人人有服务”，贫困地区基础性、综合化金
融服务水平得到新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全市农信社共发放
精准扶贫贷款 3218笔、余额 43631万元，带动贫困
人口 30863人。其中，扶贫小额贷款余额 12492万
元，带动贫困人口 13286 人；产业精准扶贫余额
31139万元，带动贫困人口17577人。

精准扶贫，农信担当。“农信社将秉承扎根‘三
农’、服务‘三农’的初心，用足‘绣花’功夫，加大金
融扶贫支持力度，不断创新金融扶贫的方式，助力
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过上幸福美好新生
活。”谈及下一步工作，卫龙奎说。9

□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9月 9日—9月 12日，“2018‘中国
菜’美食艺术节暨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
菜、名宴博览会”在郑州举行，全国 34
省籍地域（含港澳台）餐饮代表团汇聚
郑州，向世界“秀”出中国菜。34个地
域菜系、340道地域经典名菜、273席主
题名宴新鲜“出炉”。其中，河南共有
10道经典名菜、10大主题名宴上榜。

活动现场，由沁阳野王怀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隆重推出的山药清酒作为
赞助商赚足了人气，赢得了好口碑，大
放异彩。

好评不断山药清酒受青睐

9 月 9日，“豫见中国 迎亲晚会”
省亲晚宴上，150多桌宴席上，山药清
酒摆在桌子中间。1.5 公斤装的瓷瓶
古朴雅致，瓶身印有“竹林七贤”画面，

瓶体有握柄，独特的造型，吸引了众多
与会者的目光。

在晚宴推介环节，焦作的“四大怀
药”被隆重推出，山药清酒独有的滋阴
补阳、健脾和中、降糖降脂的功效，得
到了与会者的盛赞。来自开封餐饮协
会的一位代表说：“饱餐美味之后，更
感觉山药清酒格外清爽，还有去腻味、
助消化的作用，真是越喝越想喝啊！”

宴会结束时，很多宴席桌上的白
酒基本未动，而山药清酒却无一例外
地全部开瓶，不少酒瓶还被客人带走
做了纪念。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在宴会
上盛赞山药清酒：“酒纯净美，口味独
特！”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表扬
道：“山药清酒很好，希望山药清酒为
豫酒振兴贡献力量！”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
张海林现场即兴作《迎亲赋》，文曰：“亲
自远方来，鼓瑟吹笙忙……田间斩晚

菘，陇头采黄粱，湖中菡萏美，怀川山药
香，案俎玲珑透、鼎鼐谐阴阳……”对山
药清酒大加赞赏。

据统计，当天晚上一共喝了 240
公斤山药清酒。

听过黄酒、白酒，清酒是什么？山
药清酒为何备受推崇？

“元代以前，中国人喝的都是低温
发酵酒，酒精度不高，可以豪饮不醉。
贵族饮用的是用包茅过滤后的清酒，
平民喝的往往都是未过滤的浊酒。”
沁阳野王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向峰娓娓道来。

“春秋时齐国伐楚，即以楚不向周
王室进贡包茅为借口，质问楚国：‘尔
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
人是征。’唐宋时，清酒渐入民间。《水
浒传》上所讲‘酒家，筛两碗酒来’指的
就是清酒，若‘打两碗酒’指的便是浊
酒。”他说起历史典故如数家珍。

“无酒不欢”“煮酒论英雄”，中国

酒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如今，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
养生日益重视，低度酒需求迅速增加，
果酒和洋酒悄然走俏市场。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丁向峰在得
知天津科技大学具有相关清酒酿制技
术后，连忙与校方洽谈合作研发，并聘
请该校教授赵华驻厂指导。

“古人可没有用怀山药酿造过清
酒！”丁向峰感慨万千地说，“我们经过
多次实验，最后利用宋朝传统清酒酿
造工艺，对怀山药打浆后添加一种特
殊的发酵菌种，才成功酿制出了山药
清酒。”

矢志不渝做强做大健康酒文化

让酒与健康同行，这不是丁向峰
第一次尝试。

这不得不说丁向峰的另外一个身
份：怀帮黄酒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清乾隆年间，怀庆府河内县
（今沁阳市）县后街丁朝臣创立“永春
糟坊”酿造黄酒，其独特的“三浆四水”
工艺经过丁氏家族八代传承。酿酒技
艺 2015年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丁向峰是第七代传人。

作为传承人，丁向峰不但发扬光
大祖传黄酒酿造传统技艺，而且致力
于研发山药白酒。

2009年，丁向峰除严格遵循家传
古方外，通过与河南科技大学、河南中
医药大学（河南中医学院）等院校合
作，依据当地盛产怀山药的资源优势，
历经五年研发独有的“低温发酵”铁棍
山药发酵酿酒技艺。

四斤山药一斤酒，该工艺保持了
铁棍山药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铁
棍山药中富含的山药多肽、酵素、黏蛋
白等有效成分分离出来，使铁棍山药
的有效吸收率达 90%以上，成为国内
最早用纯山药发酵酿酒的企业。

2014年，山药白酒一经推出，以其
独特的“醇厚、清香、绵顺”的口感和融
合铁棍山药保健功效得到了各种好评，
公司先后被命名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河南省怀药发酵制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销售业绩一路飘红。

山药白酒将怀山药和丁氏 400年
古法酿造技艺，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
创造出健康酒文化，契合了现代人追
求的生活本质，获得了国家专利。

山药清酒的面世，让野王怀公司
健康酒军团又添“新兵”，是野王怀的
又一大创新，引领野王怀在做强做大
健康酒文化上矢志不渝。

“活着就要健康，这是我们做酒的
使命，成为绿色保健酒业的先行者是
我们的愿景。这次盛会市场反馈这么
好，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接下来，我
们将为规模化生产做准备，让消费者
早日喝到健康的山药清酒。”丁向峰信
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9
月 13日下午，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
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武陟
县慈善助力精准扶贫项目获第十届

“中华慈善奖”，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县
级单位连续四届荣获中国慈善领域最
高政府奖——中华慈善奖。

“中华慈善奖”是由国家民政部颁
发的国家级最高规格慈善奖项，旨在
表彰在公益慈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企业和项目。

据悉，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武陟县提出“决不让一个贫困群
众掉队”，并开拓性地将慈善纳入精准
扶贫工作中，探索出“慈善+扶贫”的新
路径，借助慈善品牌力量助力精准扶
贫，充分发挥基层慈善组织的作用，动
员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全面实施慈善产业扶贫、信托扶贫、医
疗扶贫、助学扶贫、助困扶贫等创新项
目，累计惠及贫困人口 4.5 万人次，发
放慈善救助金 1956万元，加快了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的步伐，把脱贫攻坚网
织得更密、编得更宽、筑得更牢。9

本报讯（通讯员 梁大龙）作为农村
金融“主力军”，修武农商银行积极寻找
支持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
和落脚点，着力打造“四有银行”，力争实
现“三农”和农商银行的双赢。截至
2018年8月末，该行资产规模突破72亿
元，存款余额突破55亿元，贷款余额突
破34亿元，其中涉农贷款占比75.09％，
存贷规模均居地方金融机构首位。

今年以来，修武农商银行以“十百
千万”信贷富民工程为抓手，以党员干
部“包村联户”活动为载体，以“支农惠
农助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一批品
质优、业务精、能力强的青年员工充实
到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中，培养一
支懂业务、爱农村、爱农民的客户经理

队伍，精准发力，有的放矢。
修武农商银行还积极填补金融服

务空白，逐步发展成为当地网点最密、
人员最多、覆盖面最广、离“三农”和社
区最近的地方金融机构，成为普惠金
融服务的中流砥柱。加快布放自助设
备、POS终端及其他电子机具的力度，
进一步拓展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民金
融自助服务点，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此外，以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行”“普及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
普及月”等宣传活动为契机，积极探
索、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将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常态化与业务工
作有机结合，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提
升服务质量。9

寻找历史深处的清香
——山药清酒首次亮相“2018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现场

修武农商银行

“四有”银行助力乡村振兴

做脱贫致富路上的“加油站”
——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开展精准扶贫纪实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思想上真正
重视起来，金融参与精准扶贫才能扎实有效
开展起来。

金融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焦作农信社（农
商银行）契合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
精准扶贫思路，吻合农信社提升支农服务水
平、拓展“三农”市场份额的发展需要，有责任、
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把扶贫工作做好。

该社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和一号工程，成立“一把手”为组长的扶贫工作
小组，先后出台《信贷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精
准扶贫专项贷款工作指导意见》《扶贫小额贷
款授信管理办法》《扶贫工作考核办法》等系列
文件。

明确贷款投放目标，层层分解贷款任务，
编制《扶贫工作责任表》，建立覆盖行社负责
人、网点负责人、驻村工作队的责任体系，确保
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定期通报扶贫工作进展
情况、明察暗访情况，严格奖优罚劣，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扶贫工作向纵深开展。

针对开展扶贫信贷投放、贫困地区基础
金融服务覆盖、定点扶贫等重点领域的责任
落实不到位等六大方面、25 个重点内容，进
行全方位自查的同时，综合运用定时定点督
导、随机抽查、暗访等多种方法开展全方位督
查督导，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下发督办通知并
跟踪到底，确保不发生扶贫领域重大案件、重
大涉贫事件以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侵害贫
困群众利益和腐败问题。

“金融参与精准扶贫，既是金融机构履行
社会责任、增强发展后劲的内在要求，也是打
赢扶贫攻坚战、促进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焦
作市农信办负责人卫龙奎认为。

“要不是农信社送贷上门，我还真不知道去哪
里筹钱。”前两年，孟州市谷旦镇党宋马村村民党保
中承包了 30亩地种植玫瑰，由于前期投入太大，资
金十分紧张。

得知这一情况后，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信贷
经理主动登门了解玫瑰园的经营现状和遇到的困
难，并立即达成了贷款意向。如今，党保中的玫瑰
园越做越大，平时还雇贫困户到园里做些拔草、除
虫、剪枝的简单零活。

通过逐村逐户走访了解、与驻村第一书记建立
日常联系制度等，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摸清了贫
困户经营性资金需求，“一户一档”建立了服务台
账，对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户做到“应贷尽贷”。目
前，已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6939户。

“农信社不愧是我们脱贫致富的‘加油站’！”9
月8日，温县武德镇花园头村村民王有成高兴地说。

原来，王有成年龄较大，妻子患病，生活困难。
金融扶贫框架形成后，村两委认为王有成具有加工
松花蛋的技术，符合金融扶贫条件，将其层层推
荐。不到一周的时间，温县农信社就为其发放了 5
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

对不符合信贷条件的，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
积极与工厂、农村各类合作社结合，为其脱贫致富
提供信息、寻找出路。温县农信社积极联系河南古
温酒厂，安排附近贫困户到酒厂上班，帮助贫困户
脱贫致富。

该社加强与扶贫办、财政局、金融办等部门沟通
协调，掌握脱贫攻坚政策、信息和项目，因地制宜，因
企施策，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产业项目的
信贷支持力度。开展专项金融教育培训，利用乡村
集市、集会，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定期为村
民普及金融知识，提供常态化金融服务。简化扶贫
贷款程序，最大程度减少中间环节，全面落实“5万元
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建
立风险补偿金制度”，提高了金融精准扶贫质效。

精心安排部署
扶贫工作纵深开展 加大信贷投放 提高金融扶贫质效B

创新扶贫模式 普惠金融覆盖面广C

沁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向农民宣传
金融扶贫政策

解放区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一边帮贫
困户干农活，一边宣传金融扶贫政策。

在云台山景区岸上村，修武农商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为授信户签约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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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在武陟消防大队宣传员的带领下，10名幼儿园小朋友组成的小
小消防志愿者队伍，走街串巷开展消防宣传活动，引导孩子从小树立消防安全意
识。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受教群众500余人。9 闫峥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建强）“非常感
谢供电公司上门对我们进行用电指
导，为我们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电
力保障和无私的帮助。”9月 18日，看
到修武县供电公司“电力医生”服务队
主动上门“问诊”企业用电安全时，河
南织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贠成贤感谢
道。

为确保企业用户安全用电，入秋
以来，修武县供电公司组织 36名专业

技术人员成立6支党员服务队，深入城
南工业园区企业用户，采取“望、闻、
问、切”的手段，对客户用电设备的运
行状况进行仔细检查，帮助企业检查
分析安全用电苗头性问题，为企业抢
修、排除急性用电故障“病症”。截至
目前，该公司服务队已累计上门“问
诊”68次，解决客户用电问题 13件次，
消除用电隐患 28处，受到了广大企业
客户的欢迎。9

修武供电公司

电医生“问诊”企业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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