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浚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到海燕种植专
业合作社查看芦笋种植情况 管俊卿 摄

鹤壁创新打造“线上+线下”金融生态圈

推进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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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记者12月 4日
从鹤壁市邮政管理局获悉，该市40处邮政营业网点近日
统一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对向用户投递或网点自
提邮件的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

目前，我国快递纸箱的回收率不足20%，包括透明胶
带、空气囊、塑料袋等在内的包装物，大部分被送进生活
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处理，占用大量土地，影响大气和土壤
环境质量。

今年年初，国家邮政局启动实施了“9571工程”，即
到今年年底，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95%、50%以上电商快
件不再二次包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70%、在 1万个
邮政快递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

为切实减少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引导市民践行绿
色低碳用邮生活方式，鹤壁市邮政管理局在包括山城区
大胡邮政营业所在内的全市 40处邮政营业网点统一配
备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其中，共设有塑料制品和纸制品
两个回收区域，有专人对邮件的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回
收处理，对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箱等物品免费向市民提供。

“回收的快递包装物中，对不可循环使用的包装废弃
物进行二次处理，有效减少快递包装垃圾的产生。”鹤壁市
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局将以绿色化、减
量化、可循环利用为目标，在全市推广使用绿色包装、环保
周转袋、电子运单等产品，推进绿色快递建设。6

引导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用邮生活方式

邮政网点回收快递包装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日前，鹤壁市
召开迎接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暨秋冬防百日攻坚
调度会，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专项督察工作
协调联络组，加大全市“三散”污染治理力度。

“三散”，指“散乱污”企业、散煤、散尘等三大污染源，
“三散”污染是目前影响我省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今年8月，省政府安排部署全省“三散”专项治理，要求力
争在今年年底完成 200万户散煤替代改造，推进全省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

今年年初以来，鹤壁市紧紧围绕控煤、控尘、控排、控
车、控油、控烧“六控”措施，聚焦散煤、散尘、散乱污“三
散”治理重点，科学施策，精准发力，建立了务实管用的攻
坚工作机制，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迎接“三
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该市迅速成立相应协调保障机
构，持续加强禁煤、禁炮、限行、降尘等有力措施，全力做
好“三散”污染治理。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
抓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要高度重
视全省专项督察，紧盯‘三散’治理重点，对各项配合工作
中出现的不担当、不作为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报
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鹤壁市有关负责人表示。6

全力做好“三散”污染治理

鹤壁各县（区）城区中小学食堂

“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覆盖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蒋晓芳）12月 6日，记

者从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市各县（区）城区中
小学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达100%。

为进一步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鹤壁市利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进厨房“透明化”，在全市试点实施

“互联网+明厨亮灶”，逐步实现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操作环
节可视化，便于社会监督——在试点餐饮单位用餐区安
装实时监控显示器，消费者可实时了解食堂及后厨卫生
情况；将试点餐饮单位后厨操作间的摄像头通过网络专
线接入到“舌尖安全网”平台，消费者只要安装“舌尖安全
网”APP，搜索餐饮单位名称，就能随时随地查看餐饮单
位操作间的食品加工状况，食品安全情况一目了然。

据悉，鹤壁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作主要集中
在各类学校、幼儿园食堂，目前全市学校（含托幼机构）食
堂共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410家，占全市同类食
堂的 90%。其中，全市各县（区）城区中小学食堂“互联
网+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达100%。师生及家长可通过食
堂内的实时监控显示器或“舌尖安全网”APP实时查看后
厨加工环境及操作过程，实现对学校餐饮制作环境的实
时监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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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蒋晓芳）11月 27日，鹤
壁市慈善总会举行点亮生命计划和SOS紧急救助金集中
发放仪式，向今年下半年因儿童大病和SOS大病导致生
活困难的68个家庭发放救助金66.9万元。

据了解，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助项目依
托医保、政府大病救助政策，整合慈善资源，可为贫困家庭
中患重大疾病儿童提供慈善援助；SOS紧急救助项目则对
因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或患有重大疾病陷入生活
困境的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生活救助和帮扶。

上述两项目由省、市、县（区）三级慈善会匹配资金共
同实施，项目实施 5年来共救助全省贫困儿童及大病患
者558人，发放救助金732.58万元，有效缓解了贫困儿童
及大病患者看病难问题，帮助其增强了康复、脱困的信心
和勇气。

近年来，鹤壁市依靠慈善平台开展各项社会救助工
作，累计筹集慈善款 7603.61万元，争取上级慈善资金和
物资总价值 553.14 万余元，帮扶和救助群众 38.68 万余
人次。

“慈善事业能有效弥补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对处于
困境而无力自救的困难群众提供了更多援助和关怀，是
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鹤壁市有关
负责人表示。6

68个家庭
获救助金66.9万元

兴运河文化 展千年文脉
百余专家学者共同发布《浚县宣言》聚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蒋晓芳

初冬时节，浚县古城静谧安宁。踩在
古城的石板路上，看牌坊林立的西大街，古
风浓郁的世袭翰林府、古县衙、文治阁等建
筑，每一处景致都诉说着耐人寻味的故事。

浚县古城依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
卫河（永济渠）浚县段呈西南—东北走向穿
越浚县县境，全长约 71公里，沿岸至今保
留有包括河道遗存、水工设施遗存、桥梁遗
存、仓库遗存、运河城镇遗存等在内的丰富
运河遗产，被誉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中遗
产最为丰富多样的一段。

黎阳收，固九州。位于浚县大伾山北
麓的古黎阳仓遗址，于 2014年被列入世界
历史文化遗产名录。黎阳仓西濒永济渠，
东临黄河，水运便利，是隋代永济渠沿线规
模最大的官仓，见证了隋唐大运河的漕运
历史。目前，考古学家已在古黎阳仓遗址
考证发现仓窖152座。

活化运河遗产，再现千年荣光。为进
一步深化隋唐大运河文化研究，推动河南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步伐，前不久，省社科院
与鹤壁市政府在鹤壁市联合举办河南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高层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
逾百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隋唐大运
河历史文化与遗产价值研究、河南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研究、鹤壁大运河遗产价值及
其当代应用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
大运河遗产保护、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建言献策。

“要把沿运河各地散落的遗迹和文物
串联起来，将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视
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北京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宋豫秦说。

天津社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任吉东认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应当高

度重视文旅产业，培养旅游文化品牌，构建
大运河生态廊道与特色旅游路线；应深入
挖掘运河遗产资源，成立文化遗产研究协
会，并加大运河遗产宣传保护力度。

据悉，在对浚县运河文化资源保护传
承利用的讨论中，与会专家学者进行广泛
而深入的研讨后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浚县宣言》——“大运河
浚县段沿线至今仍然保留有黎阳仓遗址、
浚县古城墙、枋城堰等运河遗产遗迹。作
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核心区，大运河浚
县段无疑是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可或
缺的关键一环。鹤壁浚县将重新梳理境内

的大运河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展示和利用水平，积极探索具有
浚县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新模式，在
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先行先试”。

此外，《浚县宣言》中还对加大浚县运
河文化资源研究开发力度提出倡议，在加
大运河文化研究和宣传力度方面，建议在
浚县建立一个基地，即省社科院调研基地；
成立一个研究院，即永济渠（卫河）文化研
究院；举办一个论坛，即每年不同主题的大
伾山论坛；举办一个节会，即大运河文化
节。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科学规划、
项目带动等措施，将鹤壁浚县打造成河南
乃至全国知名的运河文化重镇。在加大运
河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力度方面，着力整合
正月古庙会、泥咕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运河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将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与黄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着力培育“千年运河”“天下粮仓”

“民俗民艺古城”等品牌，实现文化、旅游和
生态共生共融，将大运河浚县段建设成为
全国运河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试验区和
示范区。6

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卫河浚县段）及浚县古城 浚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当前，鹤壁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全

市各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

济过程中，聚焦普惠金融，不

断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

等领域信贷投放力度，持续

完善服务体系，加快金融创

新，着力缓解融资难和融资

贵问题。

2018年3月，鹤壁市被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确定为“普惠金融试点市”，

成为全省唯一获批开展普惠

金融试点的省辖市。一年多

来，该市坚持“政府主导，平

台支撑，政策引导，上下联

动”理念，创新打造全省首个

省辖市级金融共享平台，持

续扩大普惠金融辐射面，有

力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覆盖面和满意度。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秦川
本报通讯员 杨赵宾 姚云霞

截至目前，鹤壁市县域农户
信息采集录入、普惠授信、普
惠 金 融 服 务 站 均 已 实 现
100%全覆盖，全市普惠贷
款余额达84.5亿元，较年初
增加 8.6 亿元，高于全市各
项贷款增幅5.7个百分点。

84.5
亿元

金融服务实现纵深覆盖

平台支撑打破信息孤岛

浚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到河南给力
软管有限公司走访 秦国臣 摄

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
人员为赵庄村村民颁发普惠金融
授信证 管俊卿 摄

“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浚县农商银行
为我解了燃眉之急，不仅为合作社提供信
贷支持，就连合作社社员也分别给予了 1
万元至 5万元不等的授信额度。这让我对
今后发展芦笋产业更有信心了！”12 月 5
日，浚县白寺乡前岗村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海燕高兴地说。

作为十里八乡返乡创业的“明星人
物”，刘海燕带着自己多年在外学习的芦笋
种植技术，于 2018年回到家乡前岗村成立
了海燕种植专业合作社。然而，随着种植
规模的不断扩大，合作社对芦笋保鲜冷藏、
销售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购置运输设备
及建设冷库急需大量资金。

“作为根植县域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金
融主力军，浚县农商银行长期致力于为乡村
振兴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在了解到刘
海燕的实际困难后，我们及时为合作社开立
对公账户，并迅速提供了 8万元的信贷支
持。”浚县农商银行行长李振杰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为支持农民发展
特色产业，浚县农商银行主动上门服务，为
农户开展贷款授信，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助
力构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
户”等农业产业新模式。自 2018 年 10 月
该行启动整村授信以来，目前已完成整村
授信 59 个，入户调查 6334 户，已授信
3316 户，授信金额达 1.46 亿元；用信
654户，用信金额达6002.2万元。

此外，为进一步方便
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浚县
农商银行在前岗村还设
立了普惠金融服务站，让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
到小额现金服务、小额信
贷等金融服务。

据了解，作为打通农
村 金 融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的重要抓手，普惠金
融服务站可实现金融资
源下沉，让农民在家门口
前 就 能 办 理 金 融 业 务 。
今年以来，鹤壁市立
足高起点、高规
格要求，对普惠
金 融 服 务 站 的
外观设计、业务
内 容 、工 作 制

度、服务功能、风险防控等建设标准进行规
范，明确“金融服务全覆盖，建站成本可负
担，业务运行可持续，金融风险可防控”的
建设理念，要求全市金融机构根据地理位
置、人员流量、街坊口碑等情况，统筹规划、
统一标准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

“我们严格按照金融服务、信用服务、风
险防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结合主
办银行特色开展信贷产品、理财产品等宣传
推广的‘4+X’功能要求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站建设，全力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和金融服
务水平，持续推进金融服务向基层延伸。同
时，在全市农村地区，充分利用农信（农商）
网点分布优势，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站功
能。目前，已全面实现了对县域598个行政
村的金融服务‘全覆盖’。”郭伟介绍。

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力助推了经济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鹤壁市县域农户信息
采集录入、普惠授信、普惠金融服务站均已
实现 100%全覆盖，全市普惠贷款余额达
84.5 亿元，较年初增加 8.6 亿元，高于全市
各项贷款增幅 5.7个百分点。9月底，鹤壁
普惠金融试点工作顺利通过全省评估验
收，评估结果为A档。6

“在这里贷过款没有？一天能办多少笔
业务？”11月 12日，鹤壁市委书记马富国先
后走进浚县白寺乡前岗村、智慧鹤壁等地开
展金融调研，详细了解普惠金融共享平台建
设情况、金融助力农村合作社发展情况。

“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和融资周期长等
问题，我们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思路方
法，探索普惠金融试点市建设模式，于 9月
20日上线了全省首家省辖市级普惠金融共
享平台，企业不再忙于跑部门、开证明，银行
查阅企业资料也更加快速、便捷，大大提升
了融资服务效率。”鹤壁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郭伟表示。

据了解，鹤壁普惠金融共享平台由鹤壁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鹤壁市金融工
作局共同开发，依托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
台并融入了本地普惠金融优惠政策，由官方
网站和“鹤壁普惠金融”APP两部分组成，
可为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等群体
提供线上融资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在线受
理、审批和授信服务，为金融监管部门提供
统计、监管和分析功能。

“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中小微企业
在市场监管、税务、住建、法院、人社等部门
留下了大量的经营状况、社会信用等信息。
通过对上述信息进行分析，能够帮助金融机
构对民营及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经营等状况
进行深入了解和交叉验证，进而帮助其对企
业信用进行准确评估、精准画像，最终为民
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解决金融机构
信息不对称和‘不敢贷’的问题。”鹤壁市政
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卢轶鲲表示。

据悉，该平台通过对政务数据、互联网
行为数据等海量数据进行充分挖掘分析，可
建立企业风险量化评估模型；同时，通过金
融服务线上化，打通了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
的“最后一公里”，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

“少跑腿”，为金融机构提供贷前、贷中、贷后
全方位服务，在大幅提升信贷服务效率的同
时，可降低金融机构商业成本，并有效控制
信贷风险。

截至目前，鹤壁普惠金融共享平台已入
驻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原银行、鹤壁农商
行等4家试点银行，上架 26款贷款产品；通
过平台完成 11笔贷款申请并授信，授信额
度共计1609万元。

“我是今年 10月才了解到有这么一个
普惠金融共享平台的。真没想到，在这个平
台上面能看到那么多家银行的信贷产品，不
仅选择余地多了，信用审核也比线下更快，
只用了两个多星期钱就批下来了。‘双 11’
之前，我们总算是补上货了，这平台真是帮
大忙了！”12月 3日，鹤壁市启辰电器销售有
限公司负责人牛雪飞告诉记者。

“鹤壁普惠金融共享平台运用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有力促进
了金融服务供需两端高效对接，通过政务数
据建立风险量化评估模型，为银行等金融机
构提供了全面的数据报告服务。此外，我市
还设立了总规模 1亿元的普惠金融授信风
险补偿金，不仅进一步助力小微企业破解融
资难题、畅通融资渠道，也为银企拓展业务、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郭
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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