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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在河南境内，从三门峡灵宝段入境，到濮阳台前段
出境，流经 7个省辖市和 1个省直管市。沿黄地区既是河南
经济发展较快区域，又是生态脆弱区域。

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精神的当下，如何更好发挥金融作用，是项必
答课题，更是项重要课题。

“支持黄河生态保护，振兴沿黄经济，是河南农行义不容
辞的责任。”10月 11日，农业银行河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
玉华掷地有声。

沿黄采访，笔者感触最多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更深入人心，视觉冲击最强的是母亲河更加“出彩”。

10月 11日，河南三门峡大坝，万顷碧波、尽收眼底。作
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黄河干流上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
水利枢纽至今发挥发电、调沙、防汛等作用。“大坝建成以来，
既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也创造商业价值。”三门峡黄河明珠集
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为改善库区周边生态环境，提升调沙治水能力,
农行三门峡分行累计向三门峡大坝枢纽管理局发放贷款
8000万元。如今，库区 200多平方米的水域，形成新的黄河
湿地，每年 10月至笠年 3月，吸引成千上万白天鹅越冬栖
息。两岸青山翠绿，滔滔黄河东流成为三门峡一道亮丽的生
态名片。

金秋十月，山林浸红、碧云当空。在三门峡灵宝市杜家
洼村青山顶峰，大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承建的青山风电场
内，一排排巨大的风力发电机组屹立在青山之间，不远处黄
河穿流而过，奏响了一曲现代工业与黄河文明的交响曲。这
是农行三门峡湖滨支行1.3亿元银团贷款支持的重点风电项
目，是绿色金融服务的点睛之笔。

“目前，在农行大力支持下，短短一年时间，已安装 20
台，总装机容量为 40.0MW的风力发电机组，实现与华中电
网并网。”站在海拔 1480米高的风机塔下，青山风电场场长
陈隆基介绍。

此外，记者注意到，风电场独特的景观，吸引周边游客慕
名而来，成为网红打卡景点。显然，风电项目在创造清洁能
源的同时，也勾勒出新的黄河风景。

黄河下游——河南郑州，商贾林立，繁华依旧。作为黄
河流域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漫步在郑州贾鲁河畔，向南眺望，高楼林立，动车呼啸，
极富现代都市气息；向东眺望，贾鲁河碧波荡漾，苍鹭翩跹。

据了解，贾鲁河是黄河流经郑州区域的重要水源补充支
流，一度河道萎缩、生态恶化、文化缺失。2016年，为打造生
态美丽大郑州，还黄河净水微澜，当地政府启动郑州市贾鲁
河综合治理工程。“目前，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绿化工程已接
近尾声，建成后将成为郑州的水系花园。”工程项目部副总经
理纪国勇说。

记者注意到，整个水系治理工程从设计、施工、到后期维
护，处处融入绿色理念。河道淤泥循环使用，堆积祥佑山等6
座不同主题的人造山；就近取自沿黄文化，打造湿地文化公
园等 12个特色公园，展示了黄河支流的文化底蕴；林、堤、
岸、河的梯次规划，以及嵌入生态海绵元素的柳岸走廊，与绿
城郑州交相呼应。

“为将贾鲁河打造成为黄河流域生态河，累计向贾鲁河
综合治理工程授信 30.5亿元。”农行郑州分行高新技术开发
区支行客户经理蔡帅告诉记者。

同样是城市水系综合治理，沿黄古城开封依托黄河水资
源，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上做足文章。如今，以“一渠六河”
为代表的城市水上“会客厅”让古城开封熠熠生辉。

据了解，开封市一渠六河连通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包括开
封市东护城河等五条河道，河道治理总长度12.5km，总投资
25.9亿元，是当地首批政府主导的 PPP水系治理项目，是开
封“十湖连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 12日，开封西护城河北段花瓣广场，市民在湖边的
绿道上或散步、或小憩、或垂钓。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一派
祥和安宁。

“通过黄河岸黑池、流池，经黄沙沉淀等相关技术处理
后，将活水引灌到六河，进而贯通开封环城整个水系。”谈及
利用黄河水资源，盘活城区水系，重塑开封“北国水城”形象
上，开封市水利局副局长马邵君津津乐道。

“为支持‘一渠六河’建设，累计为其提供 13.6亿元的授
信额度，累放贷款10亿元，成为开封辖内首家支持项目建设
的商业银行。”农行开封鼓楼支行副行长谢龙说。

“把沿黄生态带建设成黄河岸边的山水园林、高端
制造的主阵地、对外开放的形象窗口、乡村振兴的重要
载体、华夏文明的传承示范区。”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

560.9亿元贷款支持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建设、出台
《河南分行服务乡村振兴“七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组
织机关本部干部赴沿黄重点县支行帮扶……围绕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农行河南省分行放眼大视野，确
定高站位，锁定大项目，在中原大地吹响催人奋进的“集
结号”。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中
原城市核心群核心城市，肩负着“引领黄河区域发展、支
撑中原崛起、参与国际竞争”的重任。与郑州，产业新、
项目活，是催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郑州经开区，宇通客车流水化生产车间，机械
手臂精准安装精密零件，而一旁产业工人利用数控平
台，即可发出数十道操作指令。大国重器、制造先行。
为助力宇通客车“跑”出世界客车销售第一的纪录，农行
郑州分行累计为其提供27亿元授信额度。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大型速冻食品
生产企业。思念汤圆被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认定为“绿色食品”，其生产的200个花色品种中思念汤
圆、饺子获得“中国名牌”的称号，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20%以上，闯出一条中原粮仓地区，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的新路。有数据显示，为支持思念拓展粮食产业链条，
农行郑州分行依托数据网贷支持思念集团供应商 31
户，累计投放贷款8000余万元。

古都洛阳，一条西起谷水西，东至杨湾，总投资
177.4亿元，全长 22.3km的轨道交通项目，建筑工人昼
夜施工，建设正酣……这是记者在洛阳轨道交通1号线
项目工地所见。

“轨道交通1号线项目建设将有助提高洛阳市区域
性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对打造‘郑—洛—汴沿黄城
市群’具有重要作用。”农行洛阳分行办公室副主任杨武
强介绍。

通过深入了解，记者得知：农行洛阳分行累计为洛
阳市轨道交通 1号线、2号线工程提供 110亿元授信额
度，已投放贷款 20余亿元。农行无论在项目授信额度
上，还是在用信总量上，均创九家项目合作行之最。

此外，从农行洛阳分行公司业务部获悉，目前，该行
拟采项目贷款运作方式，为小浪底引黄入河、黄河湿地
治理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一幅幅项目蓝图，在古城洛阳
徐徐展开……

黄河北岸——新乡，良田万顷，膏腴之地。谷物满
满的金黄，以及沉浸在农民脸上的喜悦，成为金秋最长
情的告白。

新乡是中国优质小麦主产区，辖内面业加工、食品
外包、白酒酿造等涉农企业林立，形成以小麦种植为核
心，小麦高附加值产品加工、销售为两翼的“小麦经济”。

近年来，围绕服务新乡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等领域，农行新乡分行累计投放贷款逾17亿元，
助新乡由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大市转型。

目前，通过 2.5 亿元贷款支持新乡克明面业、克明
面粉，公司研发的 6大类品种挂面，作为著名品牌销往

全国各地，并拉动 40多万吨物流运输业发展，提供近
200个就业岗位。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近年来，农行新乡分行累计发放
农户贷款850余万元、惠农卡2000余张，营销聚合码500
余户，重点支持种植、仓储、运输等与小麦生产加工密切相
关的个人经营主体，带动年新增小麦种植面积1.3万亩。

项目撬动，提升沿黄流域发展动能，尽显现代工业
文明，而金融支持黄河流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增
添厚重笔墨。

河南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唐三彩工艺
品主产地。为保护传承唐三彩这一黄河流域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农行洛阳孟津县支行依托“惠农贷”，累计
发放贷款300万元。

河南开封兰考徐场村，素有“民族乐器之村”美誉，
依托黄河沿岸丰富的泡桐资源，该村发展壮大为拥有
82家民族乐器生产企业，可生产20个品种乐器的专业
村。“目前，通过‘乐器贷’为徐场村 30户提供近 300万
元授信额度。”谈到金融支持徐场村民族乐器，农行兰考
支行副行长林龙如是说。

河南黄河流域，国家贫困县10个、省定贫困县3个，
深度贫困县3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农行河南省分
行以高质量打赢黄河流域脱贫攻坚战为重点，通过一场
场勠力攻坚的实战，助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振兴。截至
目前，农行河南省分行累计支持沿黄20多个产业带贫项
目，带动 1.08余万户贫困户脱贫；累计投放“惠农 e贷”
34.4亿元、“纳税e贷”19.8亿元；利用“扶贫商城”APP、
微信公众号端建立“河南馆”扶贫专区，营销入驻12家商
户，实现对黄河流域贫困县的全覆盖，带动36种河南贫
困地区特色商品展销。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河南三门峡作为黄河流域苹
果主产地，即将迎来采摘旺季。据专家预测，今年三门
峡苹果总产量达19亿公斤，果品产值70多亿元。苹果
日异成为当地重要致富产业，农户心中的“金果果”。

三门峡二仙坡——当地苹果核心产区。10月 11
日，记者随同农行三门峡陕州支行副行长贾海月来到此
处。只见苹果压满枝头，红彤彤的果子甚是喜人，这是
稳稳在握的幸福。

“今年我种的 3千亩苹果，预计产值 3600万元，带
贫180多户。”在三门峡市陕州区美景果蔬专业合作社，
53岁的社长任三狗向记者算起“幸福账”。

据了解，为做强做优苹果产业，发挥苹果产业带贫
作用，农行三门峡陕州支行向苹果产业链上游客户——
龙飞公司发放 1000万元贷款，帮助公司生产符合二仙
坡土质结构、果苗特殊需求的专用有机肥，进而成就苹
果好品质，保障下游果农收益。此外，记者了解到，为满
足诸如任三狗种果大户融资需求，农行三门峡分行在当
地金融同业率先推广“苹果贷”，累放贷款200余万元。

10月 12日，洛阳孟津县会盟镇，养鱼大户赵现红
投放鱼料，忙碌不已。就近引入黄河水，增设循环水设
备、科学配置鱼料……从事专业化养鱼，每年近20多万
斤的产量，20多万元的利润，让赵现红的生活红红火火。

“为支持孟津县发展养鱼产业，带动周边群众脱贫，
农行累计发放贷款 2000万元，惠及农户 200余户。”随
行的农行洛阳分行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陈俊卿说。

就在同天，黄河滩区新乡封丘李庄镇锣鼓喧阗，当地
百姓以自发形式，庆祝农行封丘县李庄支行开业，这是农
行巩固黄河流域国定贫困县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此网点
的设置，一举填补当地四大行在李庄无人工网点的空白。

记者得知，近年来，农行封丘县支行结合辖内树莓、
金银花等特色产业，构建涵盖惠农E贷、惠农E商等产
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为封丘县脱贫摘帽引入“金
融活水”。目前，该行发放“金银花贷”840万元、“树莓
贷”14.1万元。

在河南焦作温县、武陟，当地农行推出“山药贷”“种子
贷”，深受当地农户好评。目前，投放“山药贷”919万元。

河南濮阳台前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
河南省“三山一滩”贫困集中地区，该县马楼村是农行河
南省分行定点扶贫对象。

为解决黄河滩区拆迁建设，农行河南省分行推出一
款针对台前县的“滩区迁建贷”。据了解，此贷款对服务
好政府保障黄河防洪安全，促进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融资“输血供氧”，而改善基础设施、推动产业
项目扶贫、建立定点扶贫机制，则为马楼村脱贫涵养动
能。在改善设施上，农行河南省分行投入、协调各类资金
340万元，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在发展产业上，投资55万
元，协助马楼村成立“黄河三羊开泰种植养殖合作社”，实
现入股贫困户每年分红200元至1000元等；在定点帮扶
机制建设上，农行河南省分行主要领导定期带队入村，
41名机关党员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41户贫困户。

从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了解，在2018年，地
方党政组织的帮扶单位群众满意度抽样测评中，马楼村
群众对农行河南省分行满意度达100%，农行驻村第一

书记在河南省委组织部年度考核中获“优秀”等级。
精准扶贫，扶智先行。位于河南开封境内的河南大

学是黄河流域久负盛名的重点大学，近日一项旨在深化
银校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合作协议，在河南大学签订。

据了解，为发挥教育产业扶贫功能，农行河南省分
行与河南大学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和乡村振兴合作
协议，联合成立乡村振兴金融研究院，聚焦粮食安全、

“三农”绿色金融、农村产业融合等课题，推动科研成果
转换，服务沿黄流域乡村振兴。

“未来计划向河南大学投资1900万元，全力支持乡
村振兴研究。”农行河南省分行三农对公业务部总经理
孙文献说。

河南兰考东坝头乡张庄村，九曲黄河的最后一弯，
此次采访的终点站。站在东坝头黄河大堤，镌刻毛主席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石碑，屹然矗立。
昔日的黄沙漫天，已被两岸葱绿取代，静静诉说几代

人治沙治河历史，展示新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坝头乡张庄
村是脱贫标杆示范村，2015年以来累计为村里，发放贷款
3531万元，无一笔逾期。”农行兰考支行副行长林龙说。

张庄村翟进喜，远近有名的养鸡大户，靠着农行的
支持，盖起洋楼、开起轿车，过起高品质生活，用他的话
说：“要感谢党、感谢农行！”如今，5千只的养鸡总量，每
年近20万元的收入，让翟进喜稳稳脱贫。

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农行兰考支行累计投放政
府增信项下贷款2.57亿元、“扶贫小额贷款”3442万元、

“畜牧基金担保贷款”6996万元。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下一步，农行

河南省分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持续探索金融精准扶贫新路径、新思路，埋头苦干、
锐意进取，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在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贡献更多农行力量！”农行
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玉华话语铿锵。

大生态：尽现绿水青山

大扶贫：播种新希望

发挥国有大行金融力量 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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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撬动高质量发展

农行河南省分行1.3亿元银团贷款支持三门峡
灵宝市青山风电场建设

农行河南省分行绿色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图为黄河郑州段植被茂盛、沃野千里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杨志勇 姚大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

篮。新时代，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区域。前不久，总书记考察调研并主持召

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明

确要求，“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创作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宁、天下平。作为河南区域国有大型银

行——农行河南省分行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指示精神，将做好黄河生态保护，推动

沿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政治使命，全力做

好黄河流域金融服务，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向黄河流域发放生态保护贷

款 151.4 亿元、涉农产业贷款 648.9 亿元、精准

扶贫贷款52.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