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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常马口村距民权县城区约 10公
里，原是重点贫困村，于 2018年脱贫
出列；村内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47户
513 人，已脱贫 139 户 491 人，贫困
发生率为 0.67%；该村先后实施了美
丽乡村工程建设、森林乡村等工程，
人居环境大大改善，成为“国家森林
乡村”；村集体收入主要来源为扶贫
车间租金和光伏电站收益，年收入约
21 万元。目前，该村正着力打造芦
荟种植繁育基地，以持续增加群众收
入，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平 刘梦珂

“帅书记，正忙着呢？”9 月 5
日，刚从医院做完透析，骑着电动
车回村的李卫国，在村口看到驻
村第一书记帅伟，便上前打招呼。

“老李呀，刚从医院回来？今
儿身体咋样？”正在村里走访贫困
户的帅伟问候老李。

“是啊，这是这周第三回了。
身体感觉还中。”老李撸起袖管，
手臂上有一些细小的针眼，异常
凸起的血管有点扎眼。

李卫国是民权县野岗镇常马
口村村民，今年 40 多岁，整个人
瘦瘦高高的，脸色微黄，精神有点
萎靡。

“这是俺村的贫困户。走，一
起上他家看看去。”帅伟招呼记者
说。

边走边聊，原来老李家是比较
典型的因病致贫。原先，他在外打
工，妻子在家种地、照顾两个孩子，
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7年前，李
卫国因患尿毒症无法继续打工，一
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妻子
身上，加上长期的治疗费用，渐渐地
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他
家被认定为贫困户，针对他家的
实际情况，县里出台的、镇上实施
的各项健康扶贫政策，村里一个

不落地落实，都让他享受到啦。”
帅伟说。

“确实是，要说起来，俺也算
是个有福的。”老李说。

说话间到了老李家，一个大
院，几间平房。“如今俩孩子在县
城上中学，都住校了，媳妇也出去
打工，平时家中就我一个人。”老
李说，村里还专门派人帮他改造
了厨房、厕所，通上了自来水，并
为他添置了洗衣机等。

“去年，村里实施‘六改一增’
工程，为贫困户改院、改厕、改厨、
改门窗、改墙(地)面、改照明灯，老
李家也在范围之内。”帅伟介绍。

李卫国招呼我们坐下，又张
罗着倒水。

“一个人生活方便不？还有
啥难处？”

“生活可中，村里帮俺争取了
公益岗位，还有签约家庭医生，还
帮俺家申请了四份低保。”老李伸
出四个手指头比划着，“俺享了政
策的福，不作难。”

帅伟说，这两年，老李病情加
重，一个月至少要到县医院透析
10次，每次都要三四百元。村里
介绍他到村扶贫车间打零工，一
个月工资 1000多元，年终还能拿
到村里芦荟产业的分红。

老李从里屋拿出一个手提
袋，里面装着医疗费用单和报销
单等，约上百张。他抽出最上面
一张，递到记者手里。“你看这张
最近的，费用是 825.8 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 701.90
元，医疗救助报销了 82.58 元，需
要我自己付的只有41.32元，报销
比例 95%。而且到年底，我还能
再申请贫困户团体健康险、民政
医疗救助等，把个人付的钱给报
销了。”他一边指着单据上的数
字，一边解释。

“老李的日子没啥后顾之忧
了，看病给报销，打工的钱也够他
生活的。而且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村里基础
设施、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面
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现
在村里芦荟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以后老李等贫困户的分红更多，
日子更好。”帅伟说。

老李忙接过话茬，笑着说：
“那好得很，现在的日子都不孬，
以后俺就更享福了。”③5

左上图 村里的芦荟种植基
地。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摄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 9日，河南省与闽台企业推介交
流会在厦门举行。这是我省参加本次厦洽会的主题活动。据不
完全统计，此次推介交流活动共签约项目 30个，投资总金额
235亿元，主要涉及现代物流、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现代农业等
领域，项目具有科技含量高、产出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等特点。

推介会上，省商务厅厅长马健从国家战略叠加效应显著增
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开放体系逐步完善三方面推介了河南优
势，并希望与广大客商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制造、绿色食
品、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化合作。

此次厦洽会，我省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
组成河南省代表团参会，人数达740多人。

不仅人数众多，高科技产品成为河南省代表团的最大亮
点。河南展区的现场实物展品以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展品为
主，有东方红拖拉机、宇通客车模型，许继集团的X兆瓦风电机
组模型、大功率充电弓模型，河南速达纯电动两厢乘用车，华之
云智能机器人，平芝西藏芒康变电站3D模型等。

河南展区通过视频、图片、文字、实物等方式，重点宣传河南
“五区联动”“四路协同”等国家战略，集中展示重点行业发展成
果、重点产业招商项目，突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洛阳中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展现河南省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
展的风采。③6

厦洽会我省引资2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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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福”？在采访中，村民们

说，有钱挣就是福，不生病就是福，脱

了贫也是福。

受 疾 病 折 磨 的 李 卫 国 ，谈 何 有

“福”？精准扶贫，既为他解决了没钱

看病的压力，也帮他找到了自食其力

的道路，让他切身体会到自己也是个

有“福”的。

迈向全面小康，贫困是绕不过去

的障碍，疾病是造成贫困的主要根源

之一。在常马口村，和老李一样因病

致贫的贫困户占一半以上，看病难、看

病贵成为他们通往美好生活道路上的

强大阻力。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

“穷根子”，走上“振兴路”，该县八大健

康扶贫优惠政策和“一站式”结算，精

准实施惠及到每一个贫困人员，为他

们撑起了保护伞，也让他们的笑更美，

“福”更多。③5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右图 野岗镇常马口村整改
后的美景。⑨3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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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成立于 1999年，是光

大银行在河南设立的省级分行，全省有45家营业网

点，员工 1300余人，目前已在洛阳、许昌、焦作、南

阳、驻马店设有二级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致力于做“优质企业的

主流银行，困难企业的帮扶银行”，积极服务实体经

济、支持民营企业、做好普惠金融，2019年工作获省

政府通报表扬。2020年，郑州分行存贷款突破“双

千亿”大关，增量、增速在当地股份制商业银行处于

领先，经营效益大幅提升，资产质量优于同业平均水

平，正处于最好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未来努力打造

“八大竞争优势”：综合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财富

管理银行、信贷高效审批、产品创新、优质企业合作、

新经济新产业合作、线上金融服务。

中国光大集团在豫企业即将入驻郑东新区北龙

湖金融岛新办公大楼——“光大中心”，中国光大银

行郑州分行将携手光大证券、光大永明人寿、光大金

控、光大信托、光大金瓯、光大控股、光大香港、光大

实业、光大健康、青旅集团、光大科技、光大环保、光

大永年、中青旅、嘉事堂等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加强

协作、资源共享，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站

式”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竭诚欢迎您的加入！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20212021年校园招聘公告年校园招聘公告

岗位

柜员岗

对公客户经理岗

对私客户经理岗

法律事务岗

信息科技岗

统计分析岗

地点

郑州
洛阳
许昌
焦作
南阳

驻马店
商丘
安阳

郑州

拟招聘
数量

25

7

7

5

3

3

学历要求

全日制二本院校及以上，国内院校
“双一流”建设院校优先，海外院校

USNEWS排名前500名优先。

全日制研究生（含）以上，国内院校
“双一流”建设院校优先，海外院校

USNEWS排名前500名优先。

专业要求

经济类、管理类、金融类等
相关专业

法律相关专业,已取得法律
从业资格的优先考虑

计算机相关专业

统计类、数学类、金融工程
等相关专业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柜员岗
负责柜面客户服务及各项结算

业务的处理、资金清算、账户管理等
工作。

（二）对公客户经理岗
负责公司业务的市场开拓，客户

管理及维护、营销方案策划与实施，
为行政企业单位、同业等客户提供存
款、支付结算、代收代付等全方位金
融服务工作。

（三）对私客户经理岗

负责零售客户的开发，客户管理
和维护、产品销售、市场拓展等，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四）法律事务岗
负责行内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涉

及的法律咨询、合同审查、诉讼仲裁
等法律事务。

（五）信息科技岗
负责全行网络、信息安全相关设

备和系统正常运行的技术支持和保
障；根据业务发展规划，负责总行应

用软件项目的推广、维护及管理工
作；根据业务需求，负责全行应用软
件项目的开发、推广、维护及管理工
作。

（六）统计分析岗
负责完成部门各项数据指标的统

计及分析；负责数据采集和数据整理
的统筹安排；负责定期对部门的数据
进行分析，深入挖掘业务及客户数据，
对产品、客群、业务趋势等数据进行分
析，为领导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四、报名方式

方式一：登录中国光大银行官方网站http://
www.cebbank.com，右上角选择人才招聘→校园
招聘→中部→郑州分行，查看相关的招聘信息，在
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位申请。

五、招聘流程

简历投递：即日起-9月 30日
笔试时间：10月中旬
面试时间：10月下旬
发放offer：11月底之前
具体笔试面试的时间地点将以后续通知为

准，请应聘者确保通信畅通。

六、注意事项

1.应聘者应准确、完整地填写简历和相关信
息，并对申请资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应聘岗位的
填报应严格遵循对学历、专业等的相关要求。填
写内容如与事实不符，我行有权取消其应聘及入
职资格。

2.取得银行从业、理财规划师、会计师等相关
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

3.在各招聘环节中，我行会及时通知进入下
一环节的应聘者；对未能进入下一环节的应聘者，
我行不再进行通知。

4.我行未成立或委托成立任何考试辅导培训
班，招聘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应聘者在应聘过
程中注意鉴别，谨防受骗。

5.应聘者提交联系方式时请务必保证正确无
误，并在招聘期间保持通信畅通。

6.应聘工作地点以第一志愿为准（请注明是
否服从调剂）。

7.境内毕业生须在 2021年 8月前报到，报到
时须持报到证、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等；首次就
业的境外院校毕业生须在 2021年 8月前取得教
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

8.对参加抗击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9.符合我行亲属关系回避政策要求。

三、岗位职责

位于郑东新
区龙湖金融岛的光
大中心即将投用

方式二：扫描二维码→
中部→郑州分行，查看相关
的招聘信息，在线填写个人
简历，完成职位申请。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示意图

（上接第一版）
与村文化中心相距不到20米，就是四方景农场的特产展销

厅，三间大屋子被山茶油、麻鸭蛋、虾稻米、砖桥月饼等“光山十
宝”堆得满满当当，屋中间被一大堆已经贴好快递单的包裹占
据，一位快递小哥正在用平板车往外面的厢式货车里运。

“去年9月 17日，总书记来到东岳村，了解光山县脱贫工作
和中办在光山县扶贫工作情况。他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我
们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攒足了劲搞电商，今年 6月到 9月，
我们的电商销售额已经突破260万元。”四方景农场党支部书记
杨长太兴奋地说。

“总书记特别叮嘱我们，贫困帽子摘了，攻坚精神不能放松。
追求美好生活，是永恒的主题，是永远的进行时。脱贫攻坚既要
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
动力，防止返贫。要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脱
贫，而且要致富，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
活。”杨长家激动地说，“总书记处处为群众着想，看得远着呢！”

去冬今春，杨长家领着全村人一起挖荒山，新种油茶 1200
多亩，栽种金丝黄菊、婺源菊 100余亩，新建茶叶加工厂 1处、
100吨冷库1座，发展微民宿4家，新增了“云书网”“邮乐网”“金
融 e站”等 3家电商网站，还开通了“中原传媒集团驻村帮扶专
线”“县电商扶贫专线”等4条农产品销售“专线”，全村80%的农
副产品如今都是通过电商销售。

“总书记的话，俺听！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我不仅要把四方
景农场搞好，还联合十多家生态农场结成了产业联盟，带着更多
的乡亲们一起致富奔小康。”说完，杨长太抓起桌子上的草帽，和
我们告了别走出门去，远远传来他洪亮的声音，“好日子是干出
来的！我要下田收稻子喽！”③9

“光山十宝”走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