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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刘凯

“我们从年产值 200万元做到 2个亿，每
一步发展离不开农信社的资金支持，农信社
和我们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9月 1日，在
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海宏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徐海奇对上门走访的卧龙区农信联社工
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表示。

2007年，徐海奇创办的建筑材料生产厂
面临资金困难，紧要关头，卧龙区农信联社为
他“雪中送炭”发放了第一笔 30 万元贷款。
2016年，徐海奇与合伙人决定进军锂电池生
产行业，卧龙区农信联社再次“驰援”，为企业
征地建厂解决了急需的资金问题。如今，海
宏科技已经发展为南阳最大的中高倍率锂电
池生产企业之一，去年产值达1.47亿元。

“作为地方中小民营企业，敢于跨行转产，卧
龙区农信联社始终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徐海奇
坦言，不仅仅是海宏科技，他所熟知的周边民营

企业都深深留下了农信联社助力发展的“印记”。
“卧龙区是南阳的工业经济重镇，民营企

业尤为集中，卧龙区农信联社坚守支农支小支
微初心，持续开展‘党建引领普惠金融、农信助
力乡村振兴’工程，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域经
济的高度，扶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卧龙区农
信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闫金星告诉记者，长
期以来，卧龙区农信联社作为卧龙区唯一的地
方性金融机构，始终坚持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为己任，在坚持服务“三农”定位的同时，把支
持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作为责任担当。

今年以来，卧龙区农信联社积极落实省农
信联社党委关于支持乡村振兴工作要求，主动
作为，对能够带动城乡协同发展的辖内重点企
业进行走访调研。联社负责同志带领调研组
深入 28家重点民营企业，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及资金需求情况，拿出可行性方案解决辖内重
点企业“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的难题，对有
资金需求的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推荐适合的
信贷产品，对暂时无资金需求的企业，建立客

户储备机制确定授信额度。下一步拟对辖内
28家重点企业再增信5080万元。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卧龙区农信联
社及时调整思路，积极对融资产品和担保方
式进行探索和创新，先后推出“中小企业联保
贷款”、动产抵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创业贷

款等信贷品种，打造阳光信贷和“快速、精准、
高效”的办贷绿色通道，切实满足小微企业多
层次的信贷需求。

在开展重点企业贴身服务的同时，卧龙
区农信联社持续打造“整村授信”和“党建引
领普惠金融”两大工程，开通惠农支付服务点

106个、金融自助服务点78个、ATM47台、小
额金融扶贫贷款示范点1个，实现辖区金融服
务行政村全覆盖。

截至 2019年 8月底，卧龙区农信联社各
项贷款余额 77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75.6
亿元，占比 98%，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9亿元，
占比 64%，累计支持辖内小微企业 1354户，
累计投放扶贫贷款2.8亿元，惠及贫困户2544
户 7800人，有力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卧龙区农信联社这一系列做法，受到了卧
龙区委区政府、走访企业和城乡群众的高度赞
誉，被称作卧龙腾飞之路上的“农信担当”。

近日，卧龙区委、区政府召开“两个高质
量”工作推进会，作为区域实体经济的“灌溉
机”，卧龙区农信联社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用
真金白银“蓄水养鱼”，在支持乡村振兴、支
持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支持乡土人才返乡创
业、支持“三农”、发展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
贫、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下狠功夫，为建
设美丽卧龙贡献卧龙农信力量。

激荡金融“活水”助力民营企业扬帆远航
南阳市卧龙区农信联社

强化科技支撑 提升服务能力

南阳市气象事业谱新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谷玲果 王利轩

金秋时节，走进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镇
黄狮村万亩猕猴桃基地，到处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汁多味浓的猕猴桃备受市场追捧，大获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气象部门提供的科技支
撑。

近年来，南阳市气象局服务中心、围绕大
局，多措并举，强化科技支撑，全力以赴提升
气象服务保障能力，谱写了南阳气象事业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现代化气象为农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曾经的“靠天吃饭”，道出了气象和农业
之间的重要关系，现在的“知天而作”，体现了
气象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的重要作用。

农业气象观测体系更完备。南阳市气象
局主动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
全市高标准粮田、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等处建立了专业化农业气象观测设备。如为
西峡猕猴桃基地、方城博望黄金梨基地安装
了特色农业小气候站，在内乡金钗石斛大棚
安装了设施农业气象要素监控预警系统，为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安装了国家骨干自动气
象站。全市共建成 1个新一代天气雷达、1个
风云四号卫星省级卫星接收站、302个自动气
象站、49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12个国家
级农业气象站、10个气象科技示范园和气象
信息服务站、8套高标准粮田小气候监测系统
等。

农业气象服务产品更优良。依托精细化
农用天气预报系统，逐步形成了涵盖粮食产
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系列化气象服务产
品，建立了包括关键农事季节专报，农业气象

月报、旬报、节气报，干旱监测报，苗情墒情气
象遥感信息等组成的农业气象产品体系。

为农气象服务机制更灵活。注重融合发
展，与农业农村、农科院、科技、水利、铁路、自
然资源等部门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研发应
用了智慧农业气象服务系统，加强企业合作，
推动气象为农服务社会化发展。将全市扶贫
工作者纳入服务对象。积极推动“互联网+气
象”向农村延伸。

服务农业抗旱保收更有力。目前全市建
有47个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炮站，配备了50门
高炮、28套火箭架、8座高山烟炉，建立了飞
机联合作业机制，形成了空地一体化作业体
系，年均组织大规模增雨（雪）作业10多次。

现代化为农气象服务“南阳模式”受到各
方赞誉。今年 3月，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

部部长韩长赋调研南阳“三农”工作时，对南
阳市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作为综合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发令枪”，先导作用越来越凸
显。

防灾减灾，气象先行。南阳市构建完善
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工作机制，市政府成立了气象灾害防御及
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气象灾害防御已基本
实现防御规划到县、组织机构到乡、应急预案
到村、预警信息到户、灾害防御责任到人。

“要不是气象局及时预警提醒，后果不敢
想象”，2018年 8月 5日，方城县四里店、拐河
等乡镇出现局部大暴雨，南阳市气象台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及时电话联系地方主
要党政领导，连夜安全转移群众，才有效避免
了一场灾难。

重大活动，气象有功。2019年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第七
届全国农运会……每逢重大活动，必能看到
气象人的身影，市气象局荣获第七届全国农
运会特别贡献奖、抗洪抢险三等功、2019年世
界月季洲际大会筹办工作集体三等功等荣
誉，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

趋利避害，气象发力。在灾害性天气发
生前后、中高考等关键时间点，采取联合会
商、一线调研、决策服务、直通服务、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等多项措施，充分发挥了气象趋利
避害作用。

“市气象局工作积极主动，久旱逢甘霖，
下了及时雨，一举多得，解除了旱情，减少了
臭氧，功莫大焉！”今年 6月 6日，南阳市市长
霍好胜批示肯定气象部门服务保障工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气象智慧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动“四水同
治”、污染防治攻坚、水土保持等生态文明建
设重点任务，气象部门始终用贴心的保障服
务与之一路同行。

优质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效益发挥。
气象部门加强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汇
水区气候变化分析，并基于卫星遥感数据，对
丹江口库区水域面积、湿地、植被、水质等要
素进行监测和评估。在丹江口库区及涵养区
建成多要素气象站 26个，正在建设国家级生
态气候观测站，可提供更加精准的分钟级数
据流。大力推进丹江口库区人工增雨基地建
设，助力丹江口水库增蓄。

强劲助力南阳打造生态名片。在白河国

家湿地公园建设了5个湿地生态气象监测站，
在老界岭建立智慧森林气象服务平台，协助
西峡县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气象
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挖掘气候“红利”的
生动范例。

有力保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组建了
围绕中心城区内外双圈层人工影响天气网
络，为人工增雨作业、减轻空气污染程度提供
支持。精心制作大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日
报、重污染天气服务专报。多次得到省市污
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通报表扬。

与此同时，南阳市气象局坚持“抓党建、
强素质、转作风，促各项业务工作全面提升”
的工作主线，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进气象现
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
向深入。

面向新时代，南阳
气象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
为决胜全面小康、
高质量建设具有较
强吸纳集聚能力和
重要影响力的大城
市贡献新的气象力
量，添彩中原，向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建设新孟楼 中原更出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杨少伟

邓州市孟楼镇地处豫西南边缘，与湖北
省老河口市孟楼镇街相通、地相连。S231线
穿镇而过，省际大通道横贯全镇，交通便利，
是展示河南省、邓州市形象的一扇重要窗口。

近年来，邓州市孟楼镇紧紧围绕基层农
业农村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大胆创新实践，
以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突破口，综
合推动农业农村全面改革；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努力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基层社会治
理精细有效，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走出了一条
别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基层组织建设成绩斐然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履行党建
工作责任制；全面加强村级“两委”班子建设，
夯实农村执政根基；开展“干部作风整顿年”
活动。

目前全镇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转变有了新
境界、工作作风转变有了新变化、干部形象转
变有了新提升，干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空
前高涨，思发展、谋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全
镇党员干部队伍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加强基
层党组织基本阵地建设。围绕提升农村党支
部组织力，增强政治服务功能，对全镇村级党
组织阵地实施重建、改造、提升。投资 2000
余万元，新建了晋公、军九、耿营、刘岗等 6个
新村部，改扩建了玉皇、白楼、南孔 3个村部，
全镇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设施进一步配套，功
能进一步完善，为基层党员群众服务奠定了

坚实基础。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取得突破

孟楼镇把人居环境改善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突破口，通过强化舆论宣传、队伍建
设和监督检查，组建了孟卉保洁公司、白楼农
业科技服务公司和公益岗保洁队等三支专业
环境卫生管理队伍，共有专职环卫人员 156
人，专用环卫机械117台套。市派康洁公司负
责镇区及通村主干道的环境卫生管理，实现了
环境卫生管理全覆盖、无死角。镇党委镇政府
在督促每支环境卫生管理队伍完善规章制度、

实施自我管理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监管小
组，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督。全镇已建
设标准化厕所达到 4890 户，占总户数的
77.41%；高标准完成了129户贫困户“七改一
增”工作，完成率达到100%；拆除闲置破旧房
屋 729座，残垣断壁 102处，治理出耕地 459
亩；建成污水处理厂一座，垃圾中转站4处。

农业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

2016年以来，孟楼镇从当前农业农村发
展实际出发，创新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破解制约农村发展的土地问题，盘

活农村宝贵的土地资源，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大幅度增加农民群众收入，激发了全镇
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一举扭转了 30年来与湖
北孟楼竞相发展中的被动局面。孟楼镇采
用流转—整理—再流转的模式，实现农村承
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坐实
农村集体所有权，保证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
经营权，实施地力提升工程，全面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释放土地资源潜力，实现农业农村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
的基础上，探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农
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初步建立起产权

清晰、规范完善农村集体产权运行机制。选
定耿营、刘岗和大孔三个村进行宅基地“三权
分置”改革试点，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
复垦闲置土地，盘活集体资产。由清华大学
同衡规划设计院进行高标准规划设计。目
前，三个行政村的废弃房屋拆迁工作，以及镇
区和耿营村集中安置点建设正稳步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孟楼镇创新脱贫攻坚工作思路，谋改革
促发展。把脱贫攻坚融入整个农业农村改
革发展工作中来谋划、来布局，盘活农村宝
贵的土地资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大幅度
增加农民群众收入，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坚
实保障。

拓宽渠道，多措并举促增收。经过承包地
“三权分置”改革，贫困户每亩承包地年收入
700余元。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贫困群众
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分红，平均又增加
200元收入。围绕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社会化服务，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农业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劳务公司和保洁公司等社会化服
务机构，开发公益性岗位30余个，吸纳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口就业，增加务工收入。对于因
病、因灾致贫的贫困户，采用扶贫补贴资金入
股分红的模式，按季度为贫困农户分红。

志智双扶，培根育内生动力。全镇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收入稳步增长，
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壮大，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显著。截至 2018年年底，全镇实现了 107户
345人脱贫，耿营、南孔和大刘岗三个贫困村

“摘帽”,贫困发生率由1.25%降至0.2%，2019
年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建成农村
小康社会。

▲田地升腾新希望
◀大型农机显威力

卧 龙 区
农 信 联 社 对
辖 区 内 实 体
民 营 企 业 进
行走访调研

气象服务气象服务““三农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