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悦连城
祁道鹏 李昊

老周叫周元敬，今年63岁，家住内黄县
中召乡碾子头村。2015年，他跟老伴因病
致贫。后来，在村里帮扶下顺利脱贫。如
今，他饲养起奶牛，又多了一笔收入，日子过
得更宽裕了。

村里人说，老周有一个脱贫“公式”。这
“公式”是啥？记者想一探究竟。

仲夏时节，地处黄河故道的碾子头村分
外美丽——村口，伫立着一块头尖底阔的灰
色石碑，“幸福碾子头”五个大字熠熠生辉；
路两旁，每隔几步便是一个花坛；踏着坚实
的水泥路往里走，拐几个弯儿，一座白墙灰
瓦的农家小院映入眼帘。

“这就是周元敬的家。老周，在家没？”
包村干部冯亚平
冲屋里喊了一声。

听到人声，院

内跑出一条小黄狗，快活的黑眼珠滴溜溜打
转儿；影壁墙后，是木栅栏围起的牛棚，一头
奶牛“哞哞”直叫，细长的尾巴左右甩动。

“来啦！”头发花白、面庞黝黑的周元敬
从堂屋走来。他怀抱一筐草料，弯腰倒入食
槽，闻到香味，奶牛梗起脖子，大口咀嚼着。
老周拿它当宝贝，还用篦子给它挠痒。

“这是今年 1月，我从乡里的养殖企业
免费领来的牛犊，养够一年，企业按市场价
回收。”老周说，这一年里，病了兽医管治，养
不活保险公司管赔。刨去饲料钱，估计能赚
一万多元。

冯亚平说，周元敬是个庄稼老把式，种
了一辈子地，也没攒住几个钱。前些年，老
伴儿得了偏瘫，老周患上肝硬化，老两口的
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

“俺有6亩地，以前种小麦玉米，满打满
算一年也就 6000来块钱。遇见灾病，愁得
人干瞪眼。想脱贫，还是现在门路多！”老周
感慨道。

都有啥门路？老周扳着指头，讲起他的
“脱贫经”：“我的地租给别人种蔬菜，一年的
租金是4000元；每天给村里打扫卫生，每月
能赚 700元；还有村里的光伏分红，一年又

是几千块钱……”
挣钱门路多了，脱贫的视野大

大拓展；政策兜底，又给贫
困户吃下“定心丸”。

老周对此感受最深。2015 年他得病
时，医疗费总共花了15000多元，七拼八凑
才借够钱。后来，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和
老伴都吃上了低保，85%的医疗费在医院报
销，剩下的由乡镇兜底。脱贫了，帮扶政策
也不变。

政策给兜底，干活更踏实。冯亚平说，
老周人勤快，村里安排啥活儿，他都愿意
干。每天早上8点前，老周就骑着电动三轮
车出门，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公厕、清
洁光伏板，他总是第一个报名；隔三差五，他
总是乐呵呵地去给牛割草料……

“这就是脱贫秘诀？”记者问。
“对喽！（门路+政策）×干劲，这就是老

周的脱贫‘公式’！”村干部精准总结出老周
的秘诀。

旁边的老周咧嘴一笑，眼角的皱纹像怒
放的秋菊。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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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采访手记

本报讯（记者 卢松）6月 30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
解到，经过专家集中评审和公示，郑州市、长垣市等12地
被确定为河南省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试点。这些地
方将分别从智慧养老大数据应用、智能物联网产品研
发、居家智能照护服务、为老便民服务等多个维度开展
试点，示范带动全省各地积极开展“互联网+”养老服务
模式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
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

今年开始，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决定利用 3年时间，
分批支持试点地区探索多种形式的“互联网+”养老服务
模式和智能养老技术应用。省财政厅将对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建设试点给予奖补资金支持，首批试点为期1年。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包
括:精准对接居家和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建立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点菜式”就近便
捷养老服务；探索建设“智慧养老院”，推广物联网和远程
智能安防监控技术，实现24小时安全自动值守；建设统一
规范、互联互通的养老服务平台和共享系统，开展养老大
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应用。③6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电话铃声和键盘敲打声此起彼伏，20
多名“90后”客服紧盯电脑屏幕为顾客答
疑解惑……一笔笔跨越天南海北的鲜花订
单迅速达成。

这是记者 7月 2日走进位于鹤壁东区
的鹤壁初心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时看到的
一幕。这样一个年轻团队，今年 5月 20日
创造了单日销售额超200万元的骄人业绩。

“今天已成交了300多单，我们最多时
1天卖过1万多单。”记者有些不敢相信，眼
前这位“95 后”就是该团队的负责人李
强。从行业“小白”到带领团队实现日成交

量超1万单，他仅用了4年时间。
2016年夏天，还在读大二的李强趁放

暑假回家，帮母亲打理新开张的花店。“每
天都坐在店里眼巴巴地等，就是不见顾客
上门，愁啊！”李强回忆，当时花店刚刚开张
且位置较偏，连续多日无人问津。

“这不中，得主动出击。”李强说服母亲
转变经营思路。“在周边社区连续推广近 2
个月后，我积累了 400多位意向顾客。只
要大家通过微信下单，不管多晚我都会精
心包装、送货上门。”李强介绍，店里的生意
渐渐有了起色，这次“小试牛刀”也改变了
他的职业规划。

决定毕业后投身花卉事业，李强开始利
用寒暑假前往种植基地和销售市场系统学习

鲜花养护、店铺运营、物流配送等专业知识。
“参与打理家里的花店后，接触到许多像

我妈一样的传统经营者，他们不懂电商运营，
单靠线下销售生意始终不温不火，我就萌生
了开拓一个网络渠道帮大家提升销量的想
法。”2018年大学毕业后，李强回到鹤壁创办
工作室，开通名为“初心花店”的线上平台。

“刚开始，我们去和各家花店谈合作时
可没少吃闭门羹。”团队合伙人、“95后”孙
伟笑着说，“大家看我们是俩‘毛头小伙
子’，难以信任也在情理之中。”

为了拓展合作，李强和孙伟没少磨嘴
皮子，不厌其烦地向商户们解释线上销售
的必要性。

“不到 1年时间，我们就争取到 100多

家合作花店。那会儿真是‘起得比鸡早，睡
得比狗晚’，紧盯电脑，生怕错过订单。”李
强向记者袒露心声，“不打价格战又没名
气，靠啥？咱就拼认真服务好每一家商户、
每一位顾客的初心。”

好口碑不断累积，“初心花店”红火起来，李
强的团队由最初的2人发展至25人。受疫情影
响，今年以来实体店铺的花卉生意受到巨大冲
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以“初心花店”为代
表的花卉电商流量却不降反增。紧抓这一机
遇，李强主动下调佣金比例，在疫情防控期间
一举与全国200多家花店达成合作。

截至目前，“初心花店”的业务已覆盖
全国400多座城市的600余家花店。李强
透露，最近他正在与昆明的花卉种植基地谈
合作，希望帮商户们找到更为优质、低价的
货源。

4年时间，“初心花店”在变，但李强创
业的初心始终没变。③5

老周的脱贫“公式”

“初心花店”的初心

我省支持12地探索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

家门口享受
“点菜式”养老服务

人们常说：“扶贫不易，脱贫更难。”

究竟难在何处？群众积极性不高、配套

设施不到位、地理位置偏僻……这些客

观原因确实存在，但归根结底，还是没

抓住贫困问题的症结。

来到碾子头村，周元敬的脱贫“公

式”让我们开阔了思路——找对门路、

拓展思路，脱贫攻坚就能事半功倍；政

策兜底、精准帮扶，干事创业才能放

开手脚；智志双扶、鼓足干劲，扶贫

效果才能以“乘数效应”递增。

这一次，老周的确扭住了脱贫

的“牛鼻子”。③5

上图 看着“扶贫牛”健康长大，周
元敬满是笑意。⑨3

左图 碾子头村的石碾子。⑨3
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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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碾子头村位于内黄县城以
南约 30公里，地形平坦、交通便
利。村落形成于宋朝年间，因地
处黄河故道的一处土埝尽头，故
名“埝子头”。岁月变迁，村名口
耳相传，最终变成了“碾子头”。

全村有 320 户、1230 人，耕
地 1450亩。2016年之前，这里
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近年
来，该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
力推广西瓜、大葱、尖椒等经济
作物，建成了产业扶贫车间、红
枣密植园扶贫基地、惠众新能源
光伏基地，并探索出“奶牛养殖+
贫困户”的新路径，正从稳定脱
贫向乡村振兴稳步迈进。③5

□逯彦萃 杨宽 赵子硕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

序，金融业赖以生存的实体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强调要

加大“六稳”工作力度，明确提出了“六

保”任务。省委省政府充分认识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大

意义，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各项决策部署，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以更大力度稳经济、保民生。

当前，金融机构如何变压力为动

力，帮助企业克服暂时困难、战胜风险挑

战，赢得发展？对此，笔者专访了交通银

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红英。

问：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稳定市场

主体、保基本民生的关键。交行河南省

分行在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方

面做了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杨红英：银行与企业是命运共同

体，就像肌体与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对于银行来说，市场主体就是金融的

根本。当前形势下，落实“六稳”工作

中，保护市场主体就是银行的头等大

事。尤其是对于贡献了80%以上劳动

就业岗位的小微企业，更需要我们加

大扶持力度，而这也是国有大行必须

扛牢的社会责任。

中小微企业融资“短、小、频、急”，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是一项世界难

题，“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曾一

度困扰着银行业。为解决这一难题，

近年来，我行一直在积极探索，出政

策、建团队，让服务中小微企业有人可

干、有人能干、有人愿干。为了缓解疫

情冲击下的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危

机，交行河南省分行，在总行的强力支

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监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积极落实“主

办行”机制，逐一摸排、主动服务，通过

提供优惠利率、优化贷款方案、减免费

用收费等一系列硬核举措为中小微企

业送去金融“活水”。

一是加大线上服务力度。如果按

照传统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必然成

本高、效益低、风险大。通过线上业务

的推广，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的经营成

本，为小微企业让利提供更大空间，同

时有效提升服务效率。为此，我行坚

持线上优先，持续加大税融通、抵押

贷、“秒贴”等线上产品推广，借助互联

网将产品送到小微企业“手中”；利用

大数据进行客户画像、行业分析让风

控更加可靠；安排专人对接线上未成

功业务，及时完成线下转换，全力满足

客户需求。同时坚持“链上优先”，加

快链属小微业务投放，实现存量提升、

新链突破。多措并举解决“不敢贷”

“不能贷”的难题。

二是强化机制保障。服务中小微

企既是政治责任，也是商业蓝海。为

了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我

行加大对各经营单位的考核力度，通

过提高考核权重、采取“一把手负责

制”“一票否决制”，约束基层银行将服

务中小微企业作为一项硬任务。同时

健全并落实尽职免责制度，设立内部

问责申诉通道，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

依法合规履职人员应免尽免。

三是加大资源倾斜。一方面加大

普惠贷款补贴力度，目前我们对小微

贷款给予95-200个BP的补贴。引导

基层银行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提升主

动服务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对普惠

贷款投放不设规模限制，足额保障贷

款投放。通过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双

轮驱动，解决了“不愿贷”难题，逐渐显

露出“抢着贷”的局面。

截至目前，我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较年初增加10.37亿元，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客户数较年初增加1191户。

问：“融资贵”是困扰中小微企业

的一项难题。为了让中小微企业轻装

前行渡过难关，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给出了明确指示，金融系统让

利 1.5 万亿元。交行河南省分行采取

了哪些有力举措来落实“让利”目标？

效果如何？

杨红英：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需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

关键，保市场主体，稳住经济基本盘。

交行河南省分行打出了降利率、减费

用、优方案“组合拳”，做到让利企业与

防范金融风险两不误。

一是降利率。近年来，经过多方

努力，企业从我行拿到的贷款利息成

本出现明显下降，尤其是小微企业。

以我行为例，截至 5月底，对企业新发

放的平均贷款利率已降至 4.67%，较

去年下降了 32 个 BP，为十年来最低

点。对银行而言，要进一步降低实体

经济的贷款利率成本，就必须想方设

法去降低负债端的成本。接下来，我

行将加强负债分层管理，通过加强定

价管理、广拓负债来源等方式，实现负

债成本压降，为争取更多让利空间。

二是减费用。我行严格按照银保

监会、工信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规

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

本要求持续规范服务收费合规管理。

目前，对于小微企业除免收抵押费、评

估费、财务顾问费之外，对法人账户透

支承诺费、汇票风险敞口管理费等费

用也给予减免。截至 5月底，我行共

为企业减免各项费用2900余万元。

三是优方案。好钢要使在刀刃

上，让服务发挥最大效能。前期，我行

通过对某集团客户优化授信品种、下

调贷款利率、调整还款计划等措施，缓

解其还款压力，在服务期内为该企业

减少财务支出8000余万元。接下来，

我行将继续通过优化方案设计，提高

单位融资金额的“产能”。

问：金融业既要解决当下的问题，

也要着眼于长远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是金融的天职，交行今后在服务实体

经济方面是否已有明确的“路线图”？

杨红英：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

交行河南省分行既是国有大行，也是

一家根植河南的银行，乘大势才能干

大事。2019年，我行共向总行争取到

173亿元专项规模用于支持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并创下十年来贷款投放新

高。今年以来，我行持续向总行争取

信贷资源，支持河南经济发展。截至

目前，我行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达

1978.58亿元，同比增长 21.05%，较年

初新增 207.52亿元，系统内排名第 7，

其 中 制 造 业 贷 款 余 额 较 年 初 新 增

40.91亿元，增幅16.65%。下一步，我行

将继续抓住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服务

大局中发挥金融力量：

一是围绕国家战略。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交通银行

2020年授信与风险政策纲要》为契机，

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积极

对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洛阳省域

副中心城市建设，以及国家产能有序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布

局建设等机遇，抢抓优质资产项目。

二是落实重点任务。疫情防控期

间，我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具体部署，通

过开辟绿色通道、倾斜信贷资源、提供

纾困方式等举措，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疫情以来，我行通过提

供优惠贷款利率和费用减免的方式，

直接为企业让利 4000余万元。下一

步，我行将继续强化银企“命运共同

体”理念，灵活采取融资政策调整、内

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增加信用贷款

等措施，做好续贷、增贷工作，持续助

力复工复产。始终与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同频共振，要锦上添花，同时也

要雪中送炭。

三是服务重点行业。实业兴则国

兴，实业强则国强。只有大力夯实制

造业基础，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接下来，我行将继续围绕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大对制造业

支持力度。尤其要结合我省加快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规划，加大对

基础运营商、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 5G

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等的支持力度，共

同培育区域发展新优势。

四是满足企业多元需求。前期，

我行通过提供“并购专家+并购管家”

的金融服务方案，为省内某国有企业

提供 12亿元 7年期并购贷款，最终帮

助其与深交所一家中小板高科技上市

公司达成并购。后续工作中，我们将

依托总行全牌照综合服务商优势，充

分发挥服务窗口功能，持续通过“商

行+投行”的金融方式，为企业提供债

券承销、并购重组等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满足企业多层次融资需求，为河南

在中原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发挥更大

的金融力量。干在当下，谋在未来！

扛牢稳企业保就业责任 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访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红英

本 报 讯（记
者 董学彦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我今年 43
岁，做梦都没想到
能在家门口上‘大

学’。”7月 1日，坐在禹州市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学院的教
室里，来自朱阁镇郝庄村的种植专业户郝军旗说，“今天
老师讲的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像太阳能杀虫灯、利用害
虫习性设计的性诱盒，让俺觉得很‘解渴’。”

“农业，居然能像工业一样进行标准化生产！”当郝军
旗走进现场教学点——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粉坊生
产车间，更觉得“大开眼界”。只见一条条保鲜粉条智能
化生产线上，一个个块头相近的红薯历经选、洗、剁、磨、
漏、切、铺、挂等数十道工序，变身为一根根光亮透明、粗
细均匀、筋道爽口的粉条。而一袋袋红薯鲜粉，将从车间

“直通”海底捞、小天鹅等知名餐饮企业。
当天，全国首个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学院——禹州市

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学院成立，来自该市各乡镇的50名新
型职业农民成为首期学员。“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农民挑
起现代农业‘金扁担’，离不开农民科学素质的提升。”禹
州市副市长马晓伟说，农民学院由禹州市委、市政府主
办，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教育手段，对农民及农村从业者实
施终身科学素质教育，提高其职业素质和技能。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接过农民学院院长聘书，盛
田农业董事长孙继周话语激动。盛田农业是省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带
动1000多户农户共奔致富路。农民学员在此上课，不仅
能学到农业知识，还可观摩生产，让教学“更接地气”。

现场，农民学院还与许昌学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签
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丰富教育教学资源。

“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依托，让农民享受高校和科研单
位的优质教育资源，并将教学与生产结合起来，是农民学
院办学的特色。”许昌市科协副主席张春停介绍，农民学
院将积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③9

全国首个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学院在禹州成立

农民在家门口上“大学”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