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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需
要有科学的规划，统一的
部署，十个指头弹钢琴，才
能奏出美丽和谐的乐章。

锐评

今日快评

老旧小区要“好看”更要“好住”

利用是对古籍最好的保护

“体育家庭作业”
不能“被遗忘”

众议

□本报评论员 冯军福

11 月 12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

省已将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改造纳入全省

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重点内容，省财政厅会

同省民政厅下达了专项资金 9.4 亿元，用于支

持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改造，补齐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板，让更多老人在“家门

口”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据11月 13日本
报报道）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

按照规划，今年起，我省将用 3 年时间全面完

成 1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如此庞大

的工程，“钱从哪里来”“钱往何处花”始终是

绕不开的话题。在我省今年下达的 60 亿元

老旧小区专项资金中，有 9.4 亿元专项资金主

要用于新建、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及运

营管理，这一资金的去向和分配释放出的信

号很明确：老旧小区改造不单是楼体管网等

“硬件”翻新，还要根据群众需要提供养老托

幼、医疗助餐等“软件”服务。由于建造年代

久远，我省不少老旧小区如今“年事已高”，有

的外墙脱落、道路受损，有的路灯不亮、污水

横流，对其进行修补、刷新，也只是停留在“颜

值”的美化阶段，更重要的改造，想必还是注

重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出行难、管理混乱等

“内涵”层面的提升。

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广，棘手问题比较

多，改造起来并非易事。比如加装电梯，尽管

有资金补贴，但在真正建设中，还会遇到意见

不一致的具体问题，往往楼层高的居民需求

很强烈，住在底层的居民却热情不高。诉求

不一样，意见不统一，推行起来自然会有阻

力。在这方面，郑州市绿云小区“吵出来”的

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小区改

造前，先听取群众意见，列出“需求清单”，“改

不改”“改什么”“怎么改”充分尊重居民意愿，

“吵出来”的建议，量身定做的方案，让老旧小

区又重新“美”了起来。

让老旧小区“好看”又“好住”，建设要有

章法，改造也不能“任性”。在改造过程中，什

么先干，什么后干，哪些可以同时干，应协同

调配。如果施工缺少统一规划，今天这个部

门栽杆子，明天那个部门埋管子，各吹各的笛

子，工程互相掣肘，势必造成人财物浪费，给

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

需要有科学的规划，统一的部署，十个指头弹

钢琴，才能奏出美丽和谐的乐章。不同于一

些老旧小区大拆大建，我省很多地区通过局

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等方式，

对相应老旧小区实施“微改造”，这种“针灸疗

法”虽然程序多、环节多、投入精力多，但却给

居民带来了更舒畅、更方便的生活。

老旧小区改造，是基础建设项目，也是社会

治理工程。改造难，管理更难。如果没有一个

长期维护和运营管理的机制，改造后的效果也

就难以长期保持。面对改造过程中的不同诉

求，需要在尊重群众意愿、倾听不同声音的基础

上，解决好“面子”与“里子”、“硬件”与“软件”、

“多数”与“少数”统筹不足的问题，共建共治共

享，共绘老旧小区改造最大“同心圆”。5

□关东客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吉林省图书

馆、山东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广东省社科院

图书馆、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省唐河县图书馆

等 20 家单位，11 月 12 日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7200 余部（件）。这意味着，全国在线发布的免费古籍

资源已经超过 7.2 万部（件）。（见 11月 13日《光明日
报》）

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的宝库。古籍文

献中蕴藏着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可供挖掘的内容十分

丰富，我们如今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典籍中寻根溯源，

回到古籍寻找答案。然而除了那些大学教授、古籍研

究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这

些古籍。7.2 万部（件）古籍资源可以免费阅览，如此

数量庞大的古籍数字资源，走出善本书库，向公众免

费开放，令人拍手叫好。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古籍保护。那些孤本、

善本被各大图书馆当作宝贝一样束之高阁，养在深

闺。对于古籍的借阅，国内的图书馆都有着近乎严苛

的规定，比如需要戴手套，不能拍照，不能复印等等。

过于强调古籍保护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古籍利用的

相对弱化，古籍的文化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科技的进步、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古籍有了

走出库房、走向读者的机会，而免费古籍数字资源更

给了古籍第二次生命。互联网时代，古籍数字资源库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空间、超越了国界，让中国的古籍

随时随地可以被阅览，被查阅，被下载。这不但方便

了读者，让其有了与古籍亲密接触的机会，更重要的

是可以体现古籍的文化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

传统文化，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古籍需要保护，但利用是对古籍最好的保护。古

籍不能只是“束之高阁”与世隔绝，从故宫让更多馆藏

走出库房，到古籍数字资源的免费阅览，这种变化的

背后是技术之变，如今的文物保护技术、数字化技术

让传统的保护手段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这种

变化更是观念之变，图书馆、博物馆回归公益属性，让

更多的免费资源惠及于民，这既符合公众期待，也是

文化传承的职责所在。

7.2万部（件）古籍资源可以免费阅览，给公众打开

了一扇学习的窗口。亲近古籍，学习古籍，从古籍中汲

取知识，涵养文化，希望更多的人行动起来。5

近日，广东印发《加强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行动计划》，鼓励中小学校布置体育家庭作业，使

学生每天校内校外体育活动时间达到 2 小时。（见
11月 13日《澎湃新闻》）

在人们印象中，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的家庭作

业大多集中在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很少听

说过“体育家庭作业”。即使有体育老师想给学生

布置“体育家庭作业”，也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难

以实现。

“少年强，则国强”。这些年，中小学生身体素

质下降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专家指出，

学生体质健康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学校体育教

育不足有很大关系。鼓励中小学校布置体育家庭

作业，让学生更好地参加体育运动 ，提高身体素

质，也能够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体育课的重视

程度，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希望更多的学校，更多

的体育教师把学生的健康体质放在重要位置，多

为 学 生 布 置 些 有 益 于 身 体 健 康 的“ 体 育 家 庭 作

业”，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

方式，在广大学生中形成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

康向上的良好风气。5 （叶金福）

无锡市长安街道长乐社区有个“健康银行”，

居民通过主动参加健康讲座、慢病监测、健康生活

方 式 推 广 、健 康 志 愿 服 务 等 活 动 来 获 得 健 康 积

分。社区每月定期公布积分情况，每季度兑换一

次健康服务。居民根据健康积分可免费换取社区

提供的耳穴压豆、艾灸、拔罐、刮痧等多项健康保

健服务。（见 11月 13日《无锡日报》）
专家指出，提高健康期望寿命的重点在于“防

未病”，从而提高生命质量，而无锡社区推出的“健

康银行”无疑是社区居民“防未病”的好措施。首

先，它是健康传播的好形式。通过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健康宣教，使得居民们都能掌握正确的健

康知识，从而不再被那些健康“伪知识”所忽悠。

其次，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有利于居民们更

好地养成坚持锻炼、平衡饮食、调节压力、远离烟

草等科学的生活习惯。参与活动的居民不仅可以

获得健康知识，及时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能得

到积分，用以换取各种健康服务。“从健康中来，到

健康中去”，极大调动了居民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

性与能动性，这种全民健康管理的好形式，值得各

地借鉴与推广。2 （邓为民）

为“健康银行”点赞

终于办成了 漫画/庄德林

农行河南省分行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成绩单”

吃水不忘掘井人。今

年 9月，总书记考察调研

河南时强调，我们绝不能

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

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

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

民过上更好生活。农行河

南省分行作为国有大行，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

军，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推动大别山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关键

时期，强化担当，有所作

为，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

单”：

大别山革命老区贷款

余额 157.6 亿元，较年初

增 长 28.07 亿 元 ，增 速

21.7%，高于全行平均水

平 12 个百分点。革命老

区重点扶贫县贷款比年初

净 增 26.1 亿 元 ，增 速

23%，高于全行贷款增速

13.4 个百分点。四大行

贷款存量、增量市场份额

均居首位。

丰硕的成果背后，农

行河南省分行如何作为？

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大别山革命老区贷款余额157.6亿元

较年初增长28.07亿元

增速21.7%
高于全行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革命老区重点扶贫县贷款比年初净增26.1亿元

增速23%
高于全行贷款增速13.4个百分点

四大行贷款存量、增量市场份额均居首位

河南新县陈店乡梅花村——站
在陈良学的千亩茶园，远处，层层叠
叠的茶园，山连山，片连片，施肥除虫
的工人点缀其间如繁星点点；山坡下
一处处农家民舍，错落有致，炊烟袅
袅……

运用“惠农 e贷”，助陈良学实现
脱贫致富，是河南分行创新产品服务
模式，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分镜头。据了解，河
南分行建立数据分析师团队，利用金
融科技对“三农”客户生产、经营、消
费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加快惠农 e
贷、微捷贷、纳税 e贷、数据网贷等数
字化产品推广。截至目前，大别山区
域“惠农e贷”余额9.7亿元，较年初增
加6.4亿元；累放“纳税e贷”2.1亿元、

“微捷贷”2.4亿元。
河南分行依托惠农 e贷，支持老

区脱贫致富，分别总结推广“石榴贷”
“烟农贷”“渔网贷”等一系列惠农e贷
特色产业模式，推广实施了70家支行
政府增信、51家支行“四位一体”卢氏
模式等“互联网+”扶贫模式。其中，新
县支行利用红色、绿色资源，按照“一
乡一品、一村一品”思路，先后推出了
红色旅游、茶业、电商、烟草等惠农e贷
产品。截至目前，新县支行“惠农e贷”
余额 5133万元，较年初净增 3212万
元；光山县支行围绕当地羽绒产业推
出“绒易贷”产品，累计投放个体工商
户贷款4860万元，支持羽绒类小微企
业13户、贷款1880万元。

此外，围绕革命老区粮食生产、
茶叶、农业综合服务等县域特色产业
链，组建专业服务团队进驻调研，精
选一批上规模、有品牌、有稳定销售
渠道的优质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投放
对象，通过“微捷贷”支持 341户、1.5
亿元，“纳税 e贷”支持 288户、1.4 亿
元。同时，持续提升精准扶贫贷款覆
盖面。围绕新县脱贫摘帽，自 2016
年以来，该行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8068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
3734万元，产业精准扶贫3000万元，
累计受益1344户贫困家庭。

10月底，一场秋雨，寒意瑟瑟，而
河南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内却是
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沿着工业和谐
之音，记者走进光山寒羽尚服饰有限
公司。“今年3月份，农行发放240万元
贷款，让我盘活整个产业。”公司负责人
陈锋道出感谢。从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
业法人，从注册不到500万元，到今天的
2000万元，陈锋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
是他创业史，也是农行伴随成长史。

同样是羽绒行业，32岁的光山县
个体工商户裴荣祥在农行贷款的扶持
下，扎根当地羽绒大市场，经营羽绒服

装，享受家门口创业的幸福。“不用东
奔西跑，家门口创业就是好。”体验创
业成就，享受家庭快乐，一种稳稳在握
的幸福，让裴荣祥沉浸良久。

站位“大扶贫”，服务“大产业”。
在金融服务大别山革命老区产业中，
河南分行围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采取“农行+
公司+农户”信贷模式，通过重点支持
华英农业、羚锐制药、黄国粮业等产业
化龙头企业，放大产业扶贫效应。其
中，该行在累计为华英集团提供45.6
亿元贷款，助力成功上市的同时，向其

上游农户发放养殖贷款近 1亿元，并
通过产业链带动贫困人口 860人，撬
动潢川整体鸭产业的发展。

此外，该行依托银政合作，综合运
用PPP融资、理财融资、认购地方政府
债券等方式，积极支持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低产农田改造、重点水利工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助推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提档升级，培育产业扶贫新动能。
截至目前，该行支持重大水利项目贷
款余额69.9亿元，较年初净增10.2亿
元。在支持“引鲇入固”工程上，该行采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运

作工程项目，在当地金融同业间独家
发放贷款4.6亿元，解决当地近80万人
安全饮水问题，并带动487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现脱贫。

同时，该行聚焦小麦、花生、大蒜
等18种优势特色农副产品，依托“1+
N”农业产业扶贫专项行动，锁定农业
基地、优势产业集群、有贷款需求的建
档立卡贫困等领域，大力实施产业带
动和精准到户“双轮驱动”战略，推动
大别山革命老区一二三产业融合。截
至目前，该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达25.4亿元。

近日，鄂豫皖三省政协主席座谈
会第八次会议在信阳新县召开，河南分
行作为唯一受邀的商业银行出席会议，
向大会提交书面发言材料，得到中央有
关部门及地方党政的认可，这是对河南
分行高站位、强担当、抓落实，助推大别
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褒奖。

信阳是红军故乡，将军摇篮，以新
县为代表的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

重要贡献。同时，信阳是国家精准扶
贫综合改革试点市，是河南省“三山一
滩”扶贫开发重点区，所辖8个县都是
国家级、省级贫困县，脱贫任务艰巨。

农行河南省分行高度关注大别
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事业，成立以党
委书记、行长董玉华任组长的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并多次深入大别山革命
老区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金融服务需

求，与当地有关部门共谋脱贫实施方
案。据了解，该行在深入调研基础
上，围绕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全面振
兴，强化顶层设计，制定“1+6+7”整
体推进策略，构筑全方位工作推进体
系，即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统领，出台
指导意见，下发“六大系列”产品线，
制订七大行动方案。坚持革命老区
优先发展方针，实施资源优先配置、

产品优先推广、政策优先倾斜、干部
优先配备的政策措施。倾斜预算，优
先保障革命老区县域支行固定资产
投资需求。优先审查审批，开展“平
行作业”，实行会商制度，开辟绿色通
道，提升革命老区信贷业务办理效
率。在老区扶贫重点县支行增配一
名副行长或行长助理，专职负责服务

“三农”工作。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杨志勇 姚大顺

●截至目前，该行支持重大水利项目贷款余

额69.9亿元，较年初净增10.2亿元

●“1+N”农业产业扶贫专项行动，推动

大别山革命老区一二三产业融合

●截至目前，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达25.4亿元

顶层设计“强担当”

特色产品“拔穷根”

产业撬动“新希望”

为了沉甸甸的责任
——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服务大别山革命老区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