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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在方城四里店镇干沟村千亩桃梨葡梅扶贫基地，红黑
相间的李梅压弯了枝头，紫黑发亮的葡萄如串串珍珠挂满
了枝头。该村流转土地2000余亩，全部高标准栽种上桃、
梨、葡萄和李梅，自2018年挂果以来，每亩收益5000元以
上，实现年产值 1000万元以上，带动贫困群众 20多户发
展经济。8 孙宇 摄

图片新闻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玉忠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涉及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
在乡村振兴中,金融作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如
何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突破点?南阳市宛城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
发现了目前乡村发展面临的困局，结合农信
社的资源优势和农村工作实际，将目光聚焦
到“村官、村医、村教”三个群体及其社会活动
中，希望通过“三村”授信，撬动金融对乡村的
支撑作用，激活乡村“造血”功能。

先天不足导致农村“贫血”严重

由于农业本身是弱质产业，再加上生产
周期长、风险大、效益低的实际，农民缺少有
效抵押，金融机构因风险所限，融资载体和
渠道不畅，导致农村金融长期“供血”不足。

与农村金融“贫血”并行的是，随着农
村大量人员外出务工，“空心村”的数量增
多，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成为农
村的“主力”，村级组织缺乏“造血”功能，农
村人才资源匮乏，难以激活发展的活力和
动力。

聚焦“村官、村医、村教”让“群
雁”引领乡村振兴

自2018年 4月起，宛城区联社先后举

办了 12场授信现场会，对“村官、村医、村
教”提供额度为 10万元至 20万元的个人
贷款共2200万元，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提供强大资金支撑。

着眼于“村官、村医、村教”群体，实质
上是着力于培育其背后的产业带动能力，
为乡村振兴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让这些来自乡
村、扎根乡村的“领头雁”形成“雁阵效应”，
以合力引领乡村振兴。

以宛城区红泥湾镇庞庄村为例，现任村
党支部书记惠大武自军队退役后便从事小
辣椒购销，在当地形成了从辣椒种植、深加
工到销售的产业链条，辐射带动当地群众发
展辣椒种植近7万亩。自2017年以来，宛城
区联社持续为其提供150万元的金燕小额
扶贫贷款，他所带领的合作社及购销公司年

产值2000多万元，让周边村镇500余户先
后走上了致富路，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合作社
牵头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前进步伐。

以“三村”授信撬动整村授信，实
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宛城区联社以“三村”授信为切入点，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从而探索出有效的整
村授信模式。开展实施“金融服务美丽乡
村行”，通过整村授信，激活金融活水对乡
村的“造血”功能。

围绕“农业强”，加大对乡村重点领域
的资金投放。

目前，通过该区联社与粮食局积极对
接，收集了42户具有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种
粮大户的基本信息，确定辖内农业产业龙
头企业32家，重点对接艾嘉源艾草科技有

限公司、金龙达彩印扩建项目、紫薇大道生
态林、来庄月季扶贫基地等12个乡村振兴
工程，计划通过信贷支持为农户提供资金
支持，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壮大。

围绕“农村美”，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

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
以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为切入点，支持
区委区政府全面实施农厕改造、千村万塘
治理、三清一改“三大行动”，扎实开展环境
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四美乡村”示
范创建。

围绕农民富，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渗
透到每个农户。

宛城区联社早在 2014年专门成立了
服务“三农”的专属内设机构——“三农”事
业部，从全区抽调业务骨干，分片包干，入
村驻社，将辖内街道、社区、自然村分成网
格，客户经理分包，负责网格内居民的金融
服务，从“等客上门”向“主动服务”转变。
以建设普惠金融服务站为抓手，重点做好
互联网金融平台建设，持续优化科技服务
手段，确保实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金燕
e付、云闪付等互联网服务功能全覆盖，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截至2019年 6月末，宛城区联社各项
存 款 余 额 106.24 亿 元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65.78亿元。其中涉农贷款 62.24亿元，农
村 经 济 组 织 贷 款 2.36 亿 元,企 业 贷 款
42.07亿元，扶贫贷款 1.24亿元。通过“以
信贷资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农
业产业经营、乡村文化开发、教育事业发展
等”方式，激活乡村“造血”功能，实现金融
对“三农”发展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 马万
霞）7月 29日早饭后，南召县留山镇杨扒村贫困户焦相飞
像往日一样，冒着高温酷暑赶往村里扶贫就业车间上班，
她来到青云鞋业制鞋流水线上，熟练地从传送带上拿起鞋
子，往布鞋鞋帮上刷胶，一双双布鞋经她灵巧的双手刷完
胶水后，再经过流水作业完美下线。

务工就业一人，脱贫致富一家。和焦相飞一样，在青云鞋
业公司务工的60多人中，有25户贫困群众长期在扶贫车间
务工，人均年收入25000元，依靠在村里务工实现致富脱贫。

近年来，南召县留山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土地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确立“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发展
生态富民的绿色产业。该镇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党支部+农户”的发展模式，培育石岭湾村柞蚕养殖基
地、贺庄村晚秋黄梨种植基地等 11个产业扶贫基地，实施

“旅游淘金、坡上摘金、土里刨金、车间挣金、水里捞金、光
伏吸金”六金富民工程，初步形成“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
目、人人有活干”的生动局面，从而带动贫困群众就近就
业，鼓励广大贫困群众融入特色产业，依靠特色产业发家
致富，让贫困群众腰包鼓起来，幸福生活好起来。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王松林 张
空）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的南阳鹏泰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制作肠衣的出口企业。该镇沟口村贫困户孟显爱，老
伴和儿子相继意外离世，生活相当拮据。自从来到南阳鹏
泰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的扶贫车间工作以后，每月都有了稳
定的收入，生活慢慢有了改观。

去年以来,该镇10个行政村建起了10个扶贫车间，共
吸引贫困户77人就业，带贫减贫效果明显。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卧龙区组织和引导“千企帮千村”活动，帮扶企业根
据自身行业优势和所包村的情况，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技能培训等多项造血措施专项扶贫。目前全区共建设
扶贫车间和就业基地 106个，每个扶贫车间和就业基地需
安排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员，经营业态涉及制造业、蔬菜花
卉苗木种植、加工业等，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
就业，让贫困人员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快速脱贫。8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史源远

盛夏七月，大地像蒸笼一样。城市中，街道早已没有
往日的车水马龙。然而在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工地上，
却有这么一群人，为了确保郑万高铁顺利通车，他们在高
温下重复着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工作。

7月29日，记者赶到高铁片区工地已是上午10时。虽然
天气象预报最高温度是35℃，可是地面温度已达40℃。施工
现场的工人们在自己岗位上砌砖、焊接、吊装、加工钢筋……紧
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采访中记者看到，10多名工人正忙着加
固钢筋，在太阳的直射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一滴滴地落下，
衣服湿透了一次又一次，有些人衣服上甚至结出了盐花。

“这天是真热，一般人还真干不了这工作。”杨东是河
南周口人，来工地已经10多天了。自从高铁片区进入扫尾
阶段后，他和他的团队便负责防水工作，主要是往地板上
铺防水材料。他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干一天能挣 300
元，做防水是个技术活，全国各地都有需要，哪里有活就去
哪里，出来打工10多年也跑了很多地方，挣了些钱，在老家
盖了两栋小楼，还娶了媳妇生了娃，生活过得美滋滋的。

在工地的另一边，40多岁的刘兴国正驾驶着压土机在整
修道路。虽然车上有空调，但是炙热的阳光透过车窗把他的脸
烤得通红。段锦国和刘兴国是老乡，都是湖北襄阳人。段锦国
是中电建襄阳结盈信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向工地输出
劳务。他告诉记者：“我们和高铁片区签订协议，投入10多辆
压土机、100多辆拉土车和20辆挖掘机，就是要赶在工期之前
把各项工程完成。我每天都到工地各个点转转，就是要确保工
程质量和进度，为高铁片区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他还告诉记
者，为了防止中暑，他们给工人休息室装了电扇，买了藿香正气
水和矿泉水，有的时候还会买西瓜给大家解渴降温。

施工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日夜辛劳，换来的是高
铁片区各项目实实在在的进展，用施工人员的话来说：“当天
任务当天完成，工地一天一个样，一周大变样。”截至目前，高
铁片区已开工的四个项目都已成绩斐然，片区雏形显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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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品”鼓起群众“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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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村”为支点

激活金融对乡村的“造血”功能

宛城区联社进行“三村”授信 朱华臣 摄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曾倩

盛夏时节，南阳大

地处处上演着“速度与激

情”：项目建设工地上，塔吊

林立、勾机开槽、桩机打桩、机器

轰鸣，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在乡村，村支部书记大比武打擂

正酣，不留情面、直中要害，比的是谁

能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提高群众素

质、增加群众收入；在工厂车间，“机

器换人”、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智能车

间和智能工厂建设硕果涌现……

7月 29日，南阳市党的建设和重

大项目建设观摩组兵分6路对所属县

区进行观摩，并现场打分评比，各县

区纷纷亮出上半年工作成绩单。

★党建引领 夯实发展基石★

位于淅川县东南 70公里的唐王桥村因明
朝的一座古老石桥而得名。如今的唐王桥村，
以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乡村振兴，荒山坡上
种满金银花，庄稼汉摇身成了“产业工人”，昔日
的穷村庄变成“河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7月29日，记者来到唐王桥村，宛如置身一望
无际的金银花海，一排排两层小红楼整齐地矗立
在万亩花田中，道路宽敞整洁，道路两侧的太阳能
照明灯让人们眼前一亮。该村村支部书记高申豹
介绍，该村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持续深
化“3+1”（3项活动+村级集体经济）党建工作新模
式。在“三亮三评三比”活动中，该村5名村“两
委”成员、33名党员干部共亮出帮扶事项80余项，
营造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在“两弘扬一争做”
教育实践活动中，对评选出的10多个模范家庭、
20多名“最美人物”大张旗鼓进行表彰，形成了示
范带动，弘扬了新风正气；“三清理一公开”专项行
动公开了村务财务，还干部清白，让群众明白，拉
近了干群关系。

同时，该村还对全村1500余亩荒地进行集
中管理，租赁承包，村集体年收入达80余万元，
连续 6年为群众缴纳新农合、养老保险 400余
万元，夯实了助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的经
济基础。

唐王桥村是南阳高质量党建的一个缩影，今
年上半年，南阳市各级党组织聚焦政治思想、组
织队伍、作风效能、纪律廉洁“四大关键”，实施政
治统领、凝心铸魂、强基固本、干部锻造、人才强
市、清廉护航、法治领创、同心携手“八大行动”，
党建高质量的“四梁八柱”支撑力越来越强。

项目好比一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筋骨，是支撑发展的“台柱子”，牵住了
项目这个“牛鼻子”，城市的发展便有了
底气和动力。

2018年，南阳开展了“项目建设突破
年”活动，全市初步形成“大干项目、干大
项目”的氛围，项目建设在提质、提量、提
速上实现了新突破。今年，南阳着力项
目的建设提升，全市上下确立一个信念，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
南阳市项目建设蓄势待发、竞相发展。

在西峡县瑞发电气集团，新上马的
防爆电机生产线项目让人眼前一亮。该

项目产品技术高端，市场
前景广阔，综合效益显著。
一期项目今年 3 月份投产
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
亿元，利税6800万元；二期项目今
年 5月份已开工，两年内即可建成，又
能为企业新增产值6亿元。同样在该县，
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20万只车
桥及涡轮增压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创新
采用机器人加工单元，将原本8道加工工
序降为 3道，每条生产线人工使用量由
12～15人降为 2～3人，生产效率提高了
21%，能耗却降低了近10%；他们还采用

了先进的超声波清洗设备，实现了节能
降费、绿色环保。

经考核认定，今年上半年，南阳实
现固定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达
581 个，累计完成投资 296.6 亿元。其
中 ，工 业 项 目 279 个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114.9亿元。

7月 29日，一台激光切割机演示了它
的工作过程，只见这台切割机对着钢板扫
一扫，30秒钟工夫，一个生动的自行车模
型在钢板上形成。如果使用传统的冲压
方式，然后用模具切割，工序较多、耗时
较长、合格率低。这是观摩组在社旗县
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该
企业是国内激光设备领军企业，主要生
产激光切割机、打标机等，今年 8月初将
试生产，年销售收入可达 2亿元。

据了解，目前南阳已建成省级智
能工厂 8 家、智能车间 16 个，市级智

能工厂、智能车间 14 家，培育智能园
区 5 家、机器人使用企业 68 家，10 家
企业被评为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试
点企业，3 个项目被评选为国家智能
制造新模式应用示范项目，防爆云平
台被评为省工业云示范平台。其中，
南阳纺织集团建设 20 万锭精梳纱全
流程智能纺纱车间，实施生产系统自
动化、数控化和智能化改造，成为国内
智能纺纱的标杆。

新野纺织、淅减公司、西泵公司、二
机集团、豫西集团等一批企业，实施技

术改造，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品牌竞争
力；利达光电、淅减公司、卧龙电气、宛
西制药、乐凯华光、中光学集团、中南钻
石等高精尖企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兴产
业，进一步巩固产品在国内和行业领先
地位；在汽车及零部件、油气钻采装备
等领域实施绿色化改造，加快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南阳智能制造业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党的建设亮点纷呈，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两个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
南阳大地徐徐展开。8

★智能制造 成绩亮眼★

★项目建设 撑起经济发展的筋骨★

▼淅减公司生产
的汽车减震器产品相
继进入世界一流汽车
厂家的全球采购配套
体系 杨冰 摄

◀河南中光学
集团有限公司RF离
子源辅助成膜生产
线

宛都大地交出上半年发展“答卷”
党建夯基础 项目壮筋骨 “智造”显蓬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