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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农信社姓‘农’，乡邻的需求就
是我们的要求，做好基本服务
才能保证普惠金融落到实处。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吴允 舒爽 秦臻

今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
普惠金融作为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的重点,如
何发展普惠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
品,破解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成为
各级金融系统探索的重点。

南阳是人口和农业大市，自然条件和经
济发展水平导致的基础金融配置不均衡，是
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艰巨挑战。去年以来，
南阳银保监分局先后出台“全市银行业普惠
金融 20 条”工作措施、开展基础金融服务

“村村通”行动，引导金融业机构加大资源配
置，推动辖内银行业机构下沉网点、提升服
务效能，创新探索基础金融服务模式。

服务下沉
“拎包银行”进村入户

“信用社就是咱农民办事创业的顶梁柱，
没有信用社，我这养猪场早就垮了。”6月 2
日，提起从事养殖十多年的经历，唐河县少拜
寺镇泰宇牧业负责人周运强感慨万千。

少拜寺镇地处南阳、驻马店两市和唐
河、社旗、泌阳三县交界，地理偏僻，交通不
便，唐河县农村信用社涧岭店分社是当地唯
一的金融服务机构。周运强告诉记者，当初
他从村里个体养殖起家，扩大规模的第一笔
启动资金就来自农信社。

2017 年年初，周运强的企业遭遇行业
寒冬，陷入资金紧缺的危机，3000头仔猪嗷
嗷待哺。涧岭店分社主任董春满和客户经
理主动上门，雪中送炭，以优惠的利率增加
授信 500万元，向泰宇牧业公司发放了 950
万元贷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如今，周运强的企业已经发展为当地最
大的产业带富龙头，在当地建起年产种猪万
头的养殖基地。在带动村民就业的同时，泰
宇牧业与涧岭店分社结成紧密合作伙伴，农

信社当起了企业运转的“钱管家”，企业拿出
部分利润，通过参与产业扶贫贷等方式“反
哺”农民脱贫和乡村振兴。

周运强只是涧岭店分社下沉普惠金融
服务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该分社的 8
名员工，分包了辖区内的8个行政村。分社
员工恢复了老农信人拎包“走村串户”的传
统，每周拿出 5天驻村走访，把“柜台”前置
到村头，根据一家一户的需求提供金融产
品，手把手、面对面地办理业务。

记者调取到涧岭店分社的一组数字：该
社存款户达 16893户，户均 1.53万元，辖区
内基本上家家都在该社开办了存款业务，1
万到 5万元存款占 84%；40周岁以上的客
户超过11000人，占客户67%以上。

“我们在最基层的一线，不能只盯着几
十万上百万的业务。”董春满对记者说，涧岭
店分社 90%以上的业务都是存取和汇款等

“小而散”传统业务，“农信社姓‘农’，乡邻的
需求就是我们的要求，做好基本服务才能保
证普惠金融落到实处。”

聚沙成塔，聚水成涓。涧岭店分社这样
的“拎包银行”架起了普惠金融和“三农”事
业间的桥梁，让金融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
着的服务。据统计，截至今年 3月底，涧岭
店分社存款余额 2.58 亿元，较年初增加
2994万元，连续三年净增超2600万元；168
笔 3244万元存量贷款均发放在当地，2018
年该分社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95 笔 475 万
元，在唐河县金融扶贫工作排名第一，且实
现了贷款回收“双100%”。

政策引导
加大释放“村银”能量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面临信用环境差、
风险缓释措施有限、金融人才缺乏等诸多瓶
颈，为此，南阳银保监部门充分运用国家、行
业政策，配合政府进行信用环境、长效机制
探索和建设，保障普惠金融之根在农村扎根
扎牢。

5月 20日，宛城区红泥湾镇彦章村村民
郑朝武来到该村的普惠金融服务站，通过农
信社工作人员上传了自己的贷款申请和证
明资料，不一会儿，他便通过手机上的“金燕
快贷通”APP查询到了审批已经通过。当天
下午，郑朝武在红泥湾镇信用分社的营业厅
内，用自助设备“刷脸”取出了5万元贷款。

彦章村是宛城区农信联社进行“整村授
信”的试点之一。此前，宛城区农信社联社

与当地村委会、公安、市场监管部门联合，针
对产业基础较好的行政村进行客户信息走
访收集，开展整体信用评估，一次性向试点
村整体授信。当农民客户有贷款需求时，免
去了繁琐的前期环节，可以“随贷随取”，切
实解决了当地农户贷款难、贷款贵、担保难、
抵押难的实际问题。

据了解，“整村授信”是南阳农信机构持
续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工作的又一服务
延伸。作为“农”字号的地方金融主力军，近
年来，南阳农信系统依托遍及县乡的网点，
建设了 1190个村级金融服务站、1730个惠
农支付点，自助服务机具投放至 224乡镇、
2878个行政村；在省联社“金燕快贷通”的
基础上，南阳各县区相继推出邓州“百花快
贷”、内乡“无忧快贷”等差异化、特色化的普
惠金融产品和渠道，基本上形成了普惠金融

“软硬件”全覆盖。
“当前，普惠金融在满足基层群众获得

感的同时，银行业机构必须贴近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需求，主动担当作为，优化资源配
置向重点领域和薄弱地区倾斜，创新农村金
融供给模式，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
金融体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性
互动。”南阳银保监分局负责人表示，农村是
普惠金融的主要阵地，南阳银行业机构将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三
农”领域信贷投放，确保“三农”贷款增速高
于全行业贷款平均增速。

近三年来，南阳银行监管部门先后出台
《南阳银行业推进普惠金融加强深度贫困村
金融服务工作指导意见》《南阳市农村基础
金融服务“村村通”2016—2020发展规划》
《2019 年全市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意见》
等。内乡、西峡、淅川、唐河等地银行机构主
动与政府对接，围绕农村金融服务、产业支
撑、信用评价和风险补偿构建普惠金融体系

“闭环”，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农业产业经营、“互联网+现代农业”等
农村普惠金融“1到N”的基本覆盖。6

银行业机构必须贴近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需求，主动担当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向重点领
域和薄弱地区倾斜，创新农村
金融供给模式，健全适合农业
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
性互动。

5月 24日至 26日，欧美国际职业篮球首站赛在西
峡县举行，来自美国、克罗地亚、波黑三国的职业篮球队
员为当地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比赛期间
西峡县组织球员进景区、进学校，这也是西峡县推动体育
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又一实践。6 靳义学 摄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喂，丹水街三色鸽蛋糕店吗？我是敬老
院老李呀，还是老规矩做一个大号蛋糕，中午
送过来啊。”6月 5日是西峡县丹水镇敬老院
别秀芬老人95岁的生日，一大早，敬老院护理
员李石头给蛋糕店打电话定下庆生的蛋糕。
放下电话，李石头直奔厨房。“中午多加几个
菜，她是咱院岁数最大的，得好好庆祝一下！”

今年已经 68岁的李石头原本也是该颐
养天年的年纪，2001年因为曾在村里做过
卫生员，他成了丹水镇敬老院的护理员。18
年间，他不仅成了敬老院的“主心骨”，也成
了老人们最亲的“老伙计”。先后 23次被评
为省、市、县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
产党员，今年 3月被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

“他们无儿无女、没有劳动能力、更没有
生活来源，在这里能够安享晚年，是他们人
生最大的愿望。”同样作为老人，李石头对敬
老院里老人们的状态感同身受，也因此付出
了更多的心血。

他根据住院老人的花名册，逐一统计了
他们的出生年月日，张贴在自己住室的醒目
位置。“为他们祝寿，能让他们感受敬老院大
家庭的温暖。”每到老人生日之际，他都会张
罗为他们办上一次“寿宴”，一个蛋糕，几个家
常菜，其乐融融。在他的提议下，敬老院专门

改建出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祝寿厅”。
“我已经在这里为 65位老人祝过寿，其

中杨金星、南华保已经走了。”翻看着手机上
保存的照片，李石头潸然泪下。

“我们这里有老人 84 人，平均年龄 72
岁。”说起敬老院里看护的老人，李石头如数
家珍，“李继成是袁店村人，精神抑郁不知道
冷暖，吃饭时要到屋内找他；李小国是谭沟
村的，是位盲人，得给他端饭递到手上……”
在李石头的房间里，记者见到了五本厚厚的
护理日记，从 2009年 1月 1日开始，每天的
护理内容清晰翔实：“2017年 9月 12日，凌
晨 5时 15分给李庚怀打针，2018年 8月 23
日下午6时 40分送王旺到镇卫生院……”他
的悉心照料，让敬老院的老人们感动不已。

“2011年腊月二十七，我感冒咳嗽在丹
水卫生院住院，老李就天天去看我；我不吃
肉，他专门安排火上炒鸡蛋让我吃；我平时
不喜欢穿花花绿绿的衣服，他就专门去挑我
合意的衣服……”说起李石头，79岁周文汉
满口称赞。

敬老院的服务员席志平说起李石头也赞
不绝口，“有些儿女对父母，也不一定比他做得
好，前年，郝沟村的袁江河大便干，解不出来，
他就戴着一次性手套一点一点抠。”席志平说。

“护理是个良心活，他们活着的每一天，
我要尽己所能照料好，让他们能够在人生最
后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能够走得安详。”这是
李石头一直以来最质朴的承诺。6

卧龙区

特色产业夯实脱贫攻坚基石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张空 王松

林）“今年扩大了投资，种植树状月季 5000棵，预计全年
纯收入可达6万元以上。”6月 3日，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
马寨村杜荣立告诉记者。他原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
过参加区里举办的贫困户技能培训，掌握了月季的栽培、
嫁接、管理技术，2018年他利用到户增收项目种植树桩
月季900多棵，年底纯收入就达到1.5万元，成为全镇“明
星脱贫户”。

这是卧龙区利用本地特色产业助力贫困户脱贫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卧龙区在扶贫工作中，依托艾草加工、
花卉种植等优质特色产业，通过发展产业带动，提供就业
岗位，发展特色旅游等方式，开展帮扶活动，使脱贫攻坚
实效显著提升。目前全区共建设转化扶贫就业基地 82
个，带动贫困人口1500余人就近就业。6

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

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梁建炯)

“科技创新是纯投入，以前为了融资我们想尽了办法，现
在有了‘科技贷’，今后我们搞研发的信心更足了。”5月
30日，南阳市宛城区环宇电器负责人胡青宇告诉记者，
作为地方的中小民营科技型企业，通过债权等传统方式
获取银行信贷支持难度较大。南阳市科技部门和邮储银
行南阳市分行联合推出了“科技贷”，把他们列入支持对
象后，困扰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将得到缓解。

据了解，在南阳市当地，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具有科
技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有450余家，90%以上都面临“融
资难”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助力中小科技企业发展，5
月 28日，南阳市科技局与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将在 3年内投放 20亿元专项贷款，通过“科技
贷”、科技保、企业科技创新贷款贴息等方式，首批列入科
技企业项目库的200多家中小科技企业将成为首批受益
对象。

“科技贷”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银行贷款产品，而是政
银合作、风险共担的创新举措，科技部门围绕国家、省市
重大科技项目、创新产业和高成长型企业建立项目库，并
提供信息、政策支持，引导银行和入库企业合作、精准投
放贷款，企业可以用项目收益、科技股权或研发成果、知
识产权进行质押，申请银行贷款。

邮储银行南阳市分行负责人李广增表示，邮储银行
是河南省科技厅首批“科技贷”合作银行之一，截至今年
4月，南阳市分行累计为当地科技型企业投放贷款12.04
亿元，“此次通过与南阳市政府部门合作，科技贷将成为
我行助力南阳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为科技金融体
制创新提供支撑推动作用。”李广增说。6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冬安 梁浩杰

5月 29日，新野县王庄镇马槽渠旁，
擂台早已摆好，19位村党支部书记精神抖
擞地走进会场，全县村党支部书记大比武
擂台赛拉开帷幕。

“我们张湾村支部以建强阵地、配齐
班子、提升服务、为民办事为目标，打井修
路建学校，发展养殖增收入，争取项目改
善条件，使群众逐步走上了搬得出、稳得
住、能发展、可致富的必由之路。”张湾村
党支部书记何龙宝首先上台立擂。

“你们虽然各项工作走在了前列，但
信访工作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何书记你
怎么说？”周张抗村书记杨国东当场提问，
现场“火药味”十足。

“张湾村是移民试点村，搬迁过来后
一直不稳定，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初步实
现了由乱到治、由治到稳、由稳到发展的
可喜变化，各项工作走在了前列。”何龙宝
显然有备而来，当场作答。

本次擂台赛采取自主立擂、自由攻擂
的方式，各村党支部书记上台进行对标定
位，打擂比武，公开承诺，以擂攻擂。在村
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擂台赛现场，攻擂者
频频出题，立擂者现场作答，你来我往，既
是切磋也是交流。

为全面激发村党支部书记干事创业

的活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升村
级党组织组织力，今年起，南阳市将村
党支部书记“比武打擂”这种形式在全
市范围内全面推广。新野县此次举办的
村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擂台赛结合新野县
实际工作，设立综合奖和重点工作单项
奖，综合奖根据平时工作成绩和本次擂
台赛的分值进行排序，重点工作单项奖
结合工作实际，设立党的建设、花生产
业、脱贫成效、服务集镇、民生实事、移
民发展等 6 个单项，每位村支书发表五
分钟演讲。

在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过程中，新
野县紧紧抓住村支部书记这个“关键少
数”，通过村党支部书记“大比武”，破解
基层组织建设中的瓶颈。通过党委“摆
擂”、支书“比武”，增强了村党支部书记
争先创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推动形成

“群雁高飞头雁领”的基层党建新气象。
“通过大比武这样一种形式，切实推

动每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对标看齐、
担当落实，把心思集中到想干事上，把胆
识展现在敢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会干
事上，把目标落实在干成事上，变要我干
为我要干，变催着干、推着干为争着干、
比着干，激发头雁效应，带领群众致富奔
小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野县委书记
燕峰说。6

丹水敬老院里的“老伙计”村支书“打擂”比出“精气神”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中献 王
延丽)“邓州既不是雷锋的出生地，又不是雷锋的牺牲地，
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第一雷锋城’呢？”“邓州为什么要成
立‘编外雷锋团’？”6月 3日,在邓州市城区第四小学的一
节思政课上，该校青年教师张娜正在和学生分享的课文
是《“编外雷锋团”》，使用的是地方教材《邓州“三种精
神”》。看到自己参加义卖、到编外雷锋团展览馆参观、捡
拾垃圾等活动的照片，同学们感到特别亲切。

该市通过“三种精神”（“忧乐精神”“雷锋精神”“渠首
精神”）进校园，为学生健康成长培根铸魂。“三种精神”植
根于邓州优秀传统文化。范仲淹在邓州任职三年，殚精
竭虑、鞠躬尽瘁，重农桑、兴水利，清积案、惩贪官，深受百
姓爱戴。应好友滕子京之约，范仲淹在花洲书院写下千
古名篇《岳阳楼记》，“忧乐精神”传承千载。“雷锋精神”在
邓州的大力传承源于“编外雷锋团”。1960年 8月，邓州
市 560名青年应征入伍，被分配到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某
团，成为雷锋的战友。相继复员、转业回到家乡后，他们
几十年如一日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编外雷锋团”。邓州人民用“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甘于
牺牲、无私奉献、为国分忧”铸就了伟大的“渠首精神”。
引丹陶岔工程从 1968年 10月开始施工，到 1974年 8月
16日通水，其间，邓州市常年出动民工 4万多人，克服种
种艰难险阻，完成了引渠、渠首闸、引丹总干渠以及下洼
枢纽工程建设，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竣工通水奠定了坚
实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该市还前后接纳了6万
多名库区移民。

“三种精神”是邓州特有的文化资源，从 2017 年开
始，该市把弘扬传承“三种精神”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学校开设“三种精神”课，
初中、小学每周至少 1课时，高中每周不少于 30分钟。
各校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弘扬传承“三种精神”。6

邓州

让优秀文化走进思政课堂

图片新闻

“柜台”设到村里 服务送进家里
——来自南阳基层的普惠金融实践

5 月 4 日，在淅川县毛堂乡银
杏树沟村，花农们正在芈月山玫
瑰产业种植扶贫基地采摘鲜花。
近年来，毛堂乡通过发展大樱桃、
黄金梨、中药材、食用玫瑰等高效
生态产业，把精准扶贫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解决
了山区群众增收难题。6

(胡波 杨振辉 文/图)

玫瑰花开
幸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