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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农信系统

勇当脱贫攻坚的金融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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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进乡村 送法下乡暖人心
日前，延津县人民检察院组织检察官宣讲

团，到魏邱乡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以法律法
规宣讲、法治成果展示等形式进行宣传，同时送
去了民法典书籍和相关宣传资料，让民法典走到
基层干部群众身边、走进基层干部群众心里，引
导基层干部群众学好、用好民法典。

魏邱乡集中乡机关干部和村“两委”干部
160多人学习《民法典》。检察官宣讲团成员、延
津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赵选红就《民法典》
的重要意义、精髓要义、新规定、特色亮点作了深
入浅出的讲解；紧扣如何用好民法典助力平安建
设、助推乡村振兴，如何学习好遵守好使用好民

法典，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讲法律规定，谈感
悟体会；围绕基层群众中容易出现的家事、生产
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从民法角度现场进行了
解答。这次民法典宣讲进乡村活动有助于基层
干部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
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使基层
干部群众了解和熟悉民法典是一部民事权利保
护法，平等保护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
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的权利。基层
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开展工作要严格依法，保护好
群众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切实让群众享有安全
感、幸福感。 （耿书清）

巡察派驻双向联动 助推监督提质增效
濮阳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

以七届市委第十二轮巡察为契机，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工作机制，抓好整改落实，实现了巡察监
督与派驻监督同向发力。一是巡察前注重沟通，
充分发挥“驻”的优势，在党委（党组）、巡察组和
派驻纪检监察组之间构架起快速通道，明确角色
定位和职能分工，实现资源共享、协作联动、力量

互补、无缝衔接。二是巡察中密切配合，主动与
巡察组对接，做好监督检查、分析研判、线索处置
等工作，提高发现问题的精准度。三是巡察后监
督整改，紧盯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跟踪问效，
通过会商协调、督促整改、问责反馈等机制，全程
监督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确保整改工作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 （程文豪）

出实招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近日，焦作解放区纪委监委向全区各部门

各单位发出廉政提醒函，要求各单位采取有效
举措制止餐饮浪费，褒奖节约、惩戒浪费。同
时，打餐窗口醒目的宣传标语、餐厅大屏上播
放着“制止餐饮浪费”公益宣传片，提醒前来用
餐的工作人员要厉行节约，抵制浪费。另外，
除了加大宣传力度，还从购买、加工等环节做
好节约工作。通过优化菜品，倡导通过一料多

菜、一菜多味的方式来减少食材损耗和浪费。
解放区纪委监委对全区职工餐厅开展制止餐
饮浪费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
题。在检查中，督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
育局发挥行业监管职能，加强对餐饮行业、农
贸市场、商场超市、学校食堂等的监督指导，引
导全区上下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丁庆喜）

执纪监督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长垣市纪委监委积极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护航行动”，聚焦企业关注的投资审
批、堵点、难点、痛点，破解项目实施“末梢梗
阻”，坚持问题导向，向营商环境中存在的干部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和吃拿卡要、以权谋利
等问题，深挖病灶，精准施治，推动流程优化和
机制创新，护航优化营商环境。在这次长垣市
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护航行动”

中，长垣市纪委监委对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项
目建设高度重视，派驻纪检组对项目落地、政
策落实、涉企服务等环节中全流程、全方位深
入护航，积极优化投资建设环境，通过实地专
访、调研座谈等方式认真排查影响项目进展，
制约政策落实的堵点、难点问题，及时汇总、
分类处理，有力保障了为农服务中心项目顺
利实施。 (马洪义)

召开集体廉政谈话会 筑牢节日廉政防线
国庆节前夕，项城市公安局召开节前集体廉

政谈话会议。此次集体廉政谈话，主要目的就是
持续释放正风肃纪强烈信号，警示告诫全局民警
绷紧纪律之弦，管住手、管住嘴、管住心，以实际
行动展现遵规守纪的作风，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
正。该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坤强调：在“双节”期
间，全体民警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法
律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树立公安民警的良好

形象，过祥和节俭、廉洁文明节日。该市纪委监
委驻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组长闫明重点谈道，“双
节”期间，是请客送礼、违规违纪问题的高发期，
也是落实严管干部、深化廉政建设的关键期。抓
好节日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巨大、意
义重大。因此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全体民警思
想上要高度重视。二是单位一把手要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三是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牛天慧）

节日慰问送温暖 浓浓关怀暖人心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到敬老

院探望集中供养老人和工作人员，送去了党和政
府的深切关怀和国庆、中秋的美好祝，送去了月
饼、大米、面粉、食用油、蛋糕等慰问品。现场仔
细询问了老人们的生活起居、身体、饮食等情况，

倾听老人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看到老人
们身体安康，由衷替他们高兴。水稻乡党委、乡
政府一直重视爱老敬老工作，时刻关注老人生活
状况，通过多种活动带动全乡群众把尊老爱老的
习俗传承下去。 （郭文超 宋梦玲）

农行安阳分行加强反洗钱工作管理
今年以来，农行安阳分行多策并举，主动

担当，不断加强反洗钱合规管理工作，进一步
提高员工反洗钱履职能力，有效防范洗钱、恐
怖融资和制裁合规风险，促使反洗钱的工作
质量逐步提升。该行积极转变思想观念，正
确对待反洗钱与业务营销之间的关系，以反
洗钱工作为抓手，有效开展客户尽职调查，
做好客户身份识别。针对调查过程中发现
的高风险客户，及时采取后续管控措施，严
控外部洗钱风险向内部操作风险传递。同
时，定期组织反洗钱专题培训，大力普及反
洗钱知识，不断增强反洗钱专业技能，增强
全员反洗钱意识，切实增强反洗钱履职能
力。有效整合客户尽职调查与可疑交易资
金监测分析工作，扎实提升系统可疑预警非
现场监测能力，及时整合可疑交易线索，做
到“举一反三”，发现重大价值情报第一时间
移交至当地人民银行。此外，该行反洗钱主
管部门定期在辖内开展反洗钱宣传活动，悬
挂反洗钱宣传横幅，营业大厅设立宣教专
区，摆放宣传折页、风险提示等宣教资料供
客户阅读学习。利用网点内的电子显示屏、
电视等可视设备播放反洗钱宣传短视频等素
材，现场解答客户关于反洗钱相关知识咨询，
提升社会公众洗钱风险防范意识，切实履行反
洗钱义务，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反洗钱意识，推
进反洗钱工作健康开展。 （程彩苹 侯瑞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秦臻 郭德胜

近年来，随着南阳市脱贫攻坚工
作的深入推进，作为根植“三农”、服务
地方的农村金融机构，南阳农信系统
坚守支农支小的初心使命，充分发挥
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聚焦脱贫攻坚
主战场，勇担金融扶贫主职主责，以贴
心暖心的金融服务大力满足贫困群众
需求，以担当作为、扶贫济困的实际行
动，成为全市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的金
融先锋。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市农
信系统迅速行动，成立了14个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在基层及乡镇网点建立
了近 270个扶贫工作组，建立完善金
融精准扶贫对接、沟通机制，确保金融
精准扶贫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针对全市脱贫攻坚的不同需求、
不同进度，南阳市农信办全面落实省
委省政府和省农信联社党委关于脱贫
攻坚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管理、
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责，突出“精准”

二字，建立市县两级金融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强力督促全市 13家县级行社
不断加大保障力度，全面实施单列信
贷资源、扶贫部门和单独考核覆盖率、
开发金融扶贫产品的“四单”措施，鼓
励支持各县行社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南阳农信社系统认真贯彻落实扶
贫政策，共向人民银行申请31.21亿元
扶贫再贷款，为持续加大扶贫贷款投放
提供充足“弹药”。同时，南阳农信系统
认真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建立健全扶贫
贷款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政策，自
2016年至 2020年 9月底，全市农信社
发放扶贫贷款累计利息优惠 10.37亿
元，实现了“做三农贴心人”的庄严承诺。

小额贷款拓宽“致富路”

扶贫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中关键举措之一。南阳农信系统
面向有创业就业潜质、一定技能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推出可在 3年内循环
使用、5万元以内、执行基准利率的纯
信用小额扶贫贷款，增强其自主“造
血”能力。

近几年，南阳市 13家县级行社通
过加强与政府财政部门合作，紧紧立
足县域脱贫攻坚实际，创新开发了扶
贫助力贷、惠民贷、帮扶贷、党员先锋
贷等40余个小额信用贷款产品。

在此基础上，各家行社按照“四
单”要求，组织人员进村入户为贫困户
提供集中授信、现场办理的高效服
务。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市农
信社累计投放小额信用扶贫贷款7.05
万 笔 13.62 亿 元 ，累 计 带 动 7 万 户
28.46万人走上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产业扶贫栽下“摇钱树”

拔穷根，根本还要靠致富产业。
南阳农信系统坚持把信贷扶持特色产
业作为一项重点，不断丰富和完善产
业就业长效机制，形成了 13家行社各
显其能助力产业扶贫的工作局面。

淅川农商银行建立“政府+农商
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贫困户”的
产融扶贫机制，实现了全县46个规模
以上生态产业基地信贷全覆盖，助力

“短中长”特色产业发展新融合。截至

9月底，该行累计投放产业扶贫贷款
7.9 亿 元 ，共 带 动 贫 困 户 26105 户
85538 人实现增收，为淅川县高标准
脱贫摘帽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峡农商行围绕“果、药、菌、矿、
游”特色产业，采用“公司+基地+贫困
户+特色信贷”模式，建立“银行让利、
企业（大户）带动、贫困户受益”的利益
联结机制，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户担保
难、融资难问题。

内乡农商银行通过与牧原集团合
作，通过“五+”模式，向生猪养殖产业
发放扶贫贷款245笔 12.25亿元，帮助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走上产业脱贫
路。该行的“聚爱扶贫贷”荣膺“全国农
村金融十佳精准扶贫产品”荣誉称号。

担当责任筑起“连心桥”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年初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南阳
农信系统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金融精准扶贫，不断巩固提升金融精准
扶贫成效。今年前9个月，全市农信系

统新增扶贫贷款22.37亿元，超过原定
年度计划的5倍，投放总量居全省农信
社系统、南阳市各家金融机构首位。

对疫情期间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
困的带贫企业，全市农信社通过采取展
期、续贷、调整还款计划、适度增加信用
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风险化解措施，帮
助带贫企业渡过疫情难关。截至今年
9月底，南阳农信系统累计为带贫企业
办理续贷、展期手续29笔2.14亿元。

对受疫情影响的贫困户，13家县
级行社纷纷开辟“绿色通道”，严格执
行“一续一延两不”措施，给广大贫困
群众吃了一颗“安心丸”。截至 9 月
末，全市农信社累计为 28户贫困户共
计 100万元贷款办理了续贷手续，为
巩固前期脱贫攻坚成效、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贡献了农信力量。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全市农信
社累计捐款捐物达640余万元，援建、
修缮学校16所，援建深水机井5口、便
民 桥 2 座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1660 人
（次），发放助学基金1260万元。

南阳农信系统还抽调精兵强将

129人深入到全市 23个贫困村，开展
驻村帮扶工作。帮扶人员深入驻村一
线，送资金、送技术、送政策，成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送炭人”，涌现出了被
省委组织部授予“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称号的社旗农商银行驻李安村第一书
记朱泰森等先进典型人物，邓州农商
银行荣获南阳市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十面红旗单位”荣誉称号，南阳市农
信办多次获得市领导批示肯定，并被
评为 2019年度南阳市金融工作先进
单位。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全市农信社
将严格落实省农信联社党委领导关于
金融扶贫工作新要求，全市农信社将
继续扛稳、扛实、扛牢金融扶贫的政治
责任，当好全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金融先锋。”南阳市农信办党组书记秦
林杰表示，当前全市农信社正以扶贫

“九问”攻坚行动为载体，保持攻坚姿
态，绷紧弦、鼓足劲，做深、做细、做实
各项措施，以高质量的工作成效，向全
市人民交出一份金融精准扶贫的时代
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