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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扶贫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力量和关键支撑。作为国有大行，建行河
南省分行在助力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听党话、解民
忧、帮民富，将国有大行的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助推
力，扑下身子、扎在基层，以新金融之力在中原大地打
造了一套电商扶贫先行、信贷扶贫创新、服务网络延
伸、公益扶贫带动、综合化扶贫支持“五位一体”的可持
续发展扶贫模式，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时代答卷：截至10
月底，该行对全省53个贫困县域贷款新增100亿元，余
额达330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超54亿元，支持带贫
企业22家，精准帮扶18897户贫困户投放个人贷款43
亿元，在全省 89个村庄派驻 167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工
作队员奋斗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带动 15113户建卡
立档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党建聚力“运筹帷幄”强护航

“脱贫攻坚工作是政治任务，我们要按党和政府的
具体要求，不折不扣抓落实，要用金融理念和金融工具
助力脱贫攻坚，让金融在扶贫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建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石永拴在定点扶贫村
驻马店平舆县陈集村调研时强调。

为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伟大实践，
建行河南省分行把脱贫攻坚作为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来抓，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四级书记抓扶贫”责任
制，省分行党委班子成员定期深入扶贫一线指导督促
扶贫工作，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该行聚焦
定点扶贫村，加大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力度，聚力助力
贫困农户“拔穷根”“摘帽子”。

“党建+金融”，擦出脱贫攻坚“火花”。该行以定点
帮扶村为支点，将扶贫工作和基层党建有机结合，开展
支部结对共建，帮助修缮贫困村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
和党员教育设施，以党建带动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

如今，在驻马店平舆县陈集村，规范整齐的村党员
活动室、宽敞明亮的建行希望小学、干净整洁的乡村道
路、连排成片的塑料大棚等格外耀眼……从联学共建
到乡村教育，从村容村貌到志智双扶，这变化的背后蕴
藏的是生生不息的红色力量，彰显的是国有大行助力
脱贫攻坚的社会担当。

善融给力“慧聚四方”助消费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扶贫产品是淅川
的软籽石榴。我们剥开石榴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石榴
籽，色泽晶莹红润，入口柔软爆汁。一箱原价 56元，直
播间优惠价 30元。”建行善融商务平台直播间内，两位
主播一边介绍一边向大家展示扶贫优选好物。

电商扶贫，让爱相联。建行河南省分行依托“善融
商务”自有电商平台，开办线上扶贫馆，推出直播“云推
介”，让跨越千山万水，热爱扶贫事业、希望支援贫困地
区的各界人士的爱心汇聚“云端”，帮助贫困农户增收
脱贫，助力脱贫攻坚。

不仅如此，该行还探索推出“善融销售+定向收购+
合作流转+农户种植”的电商扶贫模式，与平舆县最大
芝麻加工企业建立电商合作关系，定向收购陈集村合
作社种植的白芝麻，引导 700多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全
村6000余亩种植白芝麻，为全村增收180万元，真正把

“白芝麻”变成“白银子”。

精准助力“金融活水”润产业

初冬，在伊川县吕店镇王村的高处向田野远眺，连
成排的水果、蔬菜种植大棚非常壮观，一派热气腾腾的
丰收景象，村民们勤劳朴实、致富奔小康的干劲十足。

“我家承包了 4个大棚，一个大棚一年能净赚近 2
万元，比出去打工还强。”村民李大爷骄傲地说。

在建行河南省分行的大力帮扶下，伊川县吕店镇
王村成立了合作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草莓、葡
萄、蔬菜等采摘大棚25000平方米，覆盖了全村最困难
的贫困群众，百姓的“事业”越做越红火。

“贫困地区发展脱贫产业不易，金融扶贫更要讲究
科学施策，尊重规律，既要助力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风
险，我们对龙头企业、特色产业，给政策倾斜、给资金倾
斜，既能做到有效脱贫，更能防止返贫。”建行河南省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石永拴强调。

在贷款规模配置上，该行积极向贫困地区倾斜，将
有限的信贷资源优先满足贫困地区需求，通过贷款利
率下调、存款利率上浮，减免年费、服务费、手续费等措

施，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减费让利力度，有效激发了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服务有力“金融套餐”进乡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突出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尤为必要。针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建行河南省分行出实招、讲实效，将现代金
融、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入农村，以新思路、新模式、
新产品助力扶贫，将金融源头活水引流到农村特别是贫
困地区，让农户享受普惠、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

一方面，该行实施渠道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加大县域尤其是国家级贫困县新设自助设备和网点
装修力度，增加金融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该行积极搭
建“裕农通”新平台，通过在未设立网点的乡镇地区，与
当地第三方合作（如农村合作社、供销社、卫生诊所、超
市小卖部等），设立“裕农通”助农金融服务点，为周边
农户提供助农取款、转账汇款等普惠金融服务，让国有
大行金融服务“进村入户”。

同时，该行着力打造“智慧乡村”涉农综合服务平
台，提供多维度、多场景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并在各类
涉农交易场景中嵌入金融服务，同时对接相关涉农补
贴与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等系统，积累并利用农业
大数据，科学设计涉农金融产品，助力贫困地区农业发
展、农户增收。

公益合力“爱心暖流”常涌动

“弟子规，圣人训……”朗朗的读书声在河南延津
县夹堤村小学上空回荡，一场以图书捐赠为主题的主
题党日活动正在进行。建行新乡分行了解到该村小学
正在开展普及国学教育，急需一批国学书籍的情况后，
第一时间组织捐赠了一批图书并与学校师生进行共读

“弟子规”的互动。
无独有偶。在驻马店陈集村，有一所因爱而生的

“希望小学”。2016年 11月，伴着入冬后的首场瑞雪，
由建行河南省分行捐赠 60万元建成的“建行陈集希望
小学”正式揭牌。

这些仅是该行公益捐赠的一个缩影。2016 年以
来，该行本着雪中送炭、救急济困的原则，以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为基本遵循，以切实改善贫困户生活现状，
改变村容村貌为核心目标，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为全行
98个扶贫项目捐赠资金 990万元。其中，路灯照明项
目18个、学校建设及设备项目6个、党群文化活动中心
项目32个、道路修缮项目5个、饮水灌溉及排水项目10
个、村卫生室项目 3个、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完善项目 7
个、公厕建设项目2个、增产增收项目6个、温室大棚项
目5个等。

漫漫公益路，悠悠建行情。这些正是建行河南省
分行践行“三带一融合”公益理念的缩影。近些年，该
行主动扛牢新时代国有大行责任，忧党和国家之忧、虑
社会民生之虑，怀揣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大情
怀，带上员工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动机构做公
益、融合业务做公益，众志成城、聚力各方共同参与建
行公益扶贫行动，把公益爱心暖流引向扶贫一线，让金
融在公益扶贫领域迸发新力量。

创新得力“守望相助”同起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
能少。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起舞之
际，如期实现奋斗目标，必须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一家企业有一
家企业的初心坚守。建行河南省分行以金融为民担当
凝聚守护相助的力量，在开展专项扶贫支持的同时，依
托集团经营优势，融合理财、信贷、期货等功能，开展综
合化扶贫服务，携手贫困农户一同建设美好生活。

该行创新扶贫捐赠模式，公开发行“乾元—扶享”
精准扶贫系列理财产品，将部分收益捐赠定点帮扶地
区；开设“裕农学堂”，组织高校学子下乡，开展“金智惠
民”公益培训，把金融知识、农业知识、卫生知识等专业
知识带到贫困地区。今年以来，该行共举办 619期“金
智惠民”活动，覆盖14975人次；推广“民工惠”业务，解
决农民工“忧薪”事。目前，该行已投放“民工惠”专项
融资近33亿元，惠及农民工53万人次。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河南是“三农”大省，更是全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主战场之一。建行河南省分行将始终根植中原沃土，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深入践行新金融行动，以国有大
行担当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绚丽的篇章提供强劲的
金融力量。

以新金融之力
绘就脱贫攻坚新画卷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助力脱贫攻坚结硕果

扶贫路上“建”新功
——建行河南省分行定点帮扶陈集村蝶变掠影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于晓洋 焦志磊 张伟

新建的希望小学，书声琅琅，传递出村庄未来的希
望；新农村社区成排带院的两层小楼，窗明几净，讲述
着村民当下的幸福生活；一座座蔬菜大棚，井然林立，
阻断了初冬的寒冷，孕育着来年的收获；平坦的柏油
路，笔直宽阔，从村庄的景观与文化广场穿过，见证着
乡村走向振兴的欣欣向荣之景……这是如今的陈集村

“景色”。初冬，暖阳映照下的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
陈集村从内到外散发着美丽乡村的特质，已经难觅昔
日贫困村的影子。

陈集村“蝶变”的背后，是建行河南省分行多年如
一日对口帮扶的“结晶”。自 2010年该行扛起对口帮
扶陈集村使命以来，综合运用金融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全力凝聚基层组织力量、精准滴灌产业发展、靶向施策
精准帮扶，在陈集村腾飞图景中画上了一抹浓厚的“建
行蓝”。

固本强基 凝聚红色力量

求木长者，必固其本。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固本之举。

近年来，建行河南省分行先后派驻三任第一书记
协助陈集村“两委”班子，从自身做起，从组织建设抓
起，切实提升凝聚力，助力将该村“两委”班子打造成一
支能打敢拼的干部队伍。

建行河南省分行驻陈集村第一书记张伟告诉记
者，驻村工作队一直积极鼓励全村优秀青年向党组织
靠拢，先后带培 4名优秀青年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通过
培训、帮带、见习、试岗等措施，从农村党员、致富青年、
退伍军人和高中以上毕业生中培养后备干部，助力解
决村“两委”班子后继乏人问题。

“后继力量有了，硬件设施更硬实了。俺村的村部
放到全乡比一比，也能数得着。”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德
生说。电脑、打印机、投影仪、LED电子屏幕等现代办
公设备一应俱全，村民办事不用再往乡里跑。如今，新
建的党员之家和党员活动室设置了专门的图书专区。
书香环绕，村部不仅有“面子”更有“里子”。

有了建行河南省分行这一坚强后盾，陈集村在脱
贫蝶变的路上更加有力。近年来，建行河南省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石永拴16次到村调研，党委班子成员前后
30次到村了解现实情况，帮助陈集村协调解决问题。
该行22个支部与陈集村68个贫困户“手拉手”结对子，
建立了定点扶贫工作台账，制订了精准扶贫行动方案，
为陈集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规划了清
晰的线路图和时间表。

计之长远 培育扶贫产业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发展产业是重要抓手,也
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久
之计。

在陈集村村头，一排排蔬菜大棚十分壮观，建成的
光伏发电项目已经惠及村民，扶贫车间更让老乡们在

“家门口”当上了产业工人……这些得益于建行河南省
分行因地制宜以金融力量培育扶贫产业，实施“造血
式”扶贫的带动。

“多亏了建行派来的驻村书记帮忙，俺们不仅承包
了大棚，还有农业专家来上门指导。”村民王金玉率先

承包了村里的6座蔬菜大棚，几年下来，不仅脱了贫，还
变成了是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王金玉算了一笔
账：一座大棚一年至少种两季蔬菜，保守收入也有一万
多元。6座大棚，一年收入10万元不成问题。如今，他
张罗成立了蔬菜种植合作社，带领村民闯出销路，从

“种菜能手”升级为“致富能人”。在建行河南省分行
“金融杠杆”的撬动下，该村大棚规模扩大至56座，占地
约60亩。

不仅如此，村口的光伏发电场不仅为村里贫困户
提供了公益岗位，还成为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该
村党支部书记陈德生告诉记者，2019年 11月，在建行
河南省分行的协调和支持下，占地约 40 亩、总投资
1181.2 万元、装机容量 1.63兆瓦的陈集村光伏发电场
项目正式并网发电。一年来，该项目产生经济效益约
30万元，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万元。

为了帮扶陈集村留守老人和妇女在“家门口”找工
作，建行河南省分行牵线撮合、积极帮扶河南某服饰有
限公司在陈集村建立扶贫车间。通过金融活水的注
入，该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实现了良性循环，
解决了陈集村55人（其中，16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不仅让村民鼓了腰包，还为村集体每年创收 2.8万
元。

近年来，在产业扶贫方面，建行河南省分行共引入
各类扶贫资金近1900万元，累计帮助村集体经济增收
超20万元。

恪守初心 助力乡村振兴

把定点帮扶村这块“试验田”种成“高产地”，走出一条
金融业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子，这是建行河南省分行的初心。

“实用技能在手，脱贫饭碗不愁，做好抓培训提技
能，就是抓稳就业促增收。”张伟说。为此，建行河南省
分行先后邀请平舆县商务局、农科站、炎黄技校等单位
和机构到村开展贫困户电商扶贫、白芝麻种植、月嫂等
技能培训，让村干部、致富带头人与村民有了更高质量
就业的底气。

“之前遇到下雨天，全村要走‘水泥’路，去哪儿都
不方便。”陈集村治安主任姚四斌介绍。2019年，建行
河南省分行利用 5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为村里修了公
路，直通相邻的大郭庄、叶坡、小张庄等。在村民们看
来，连接外界的道路打通了，追求幸福生活更有坦途。

理想更坚定，乡风更文明。建行河南省分行在建
行总行和北京公益支教机构大力支持下，为陈集村希
望小学分别邀请来自北京、江苏和陕西的三位公益教
师，用优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利用省体彩中心公
益资金，为陈集村希望小学捐赠价值1万元体育用品和
健身器材；发动广大员工开展公益募捐，为村里的孩子
捐赠图书文具和玩具等1000余件；在驻村第一书记的
带领下，村里还建立公益积分激励机制。村民通过参
与村集体劳动获得公益积分后可以到爱心超市兑换捐
赠的生活物资。在该项制度的激励下，村民积极参加
义务劳动蔚然成风。

“要奔小康，先要健康。”张伟告诉记者，建行河南省
分行积极促进分级医疗在陈集村落地，在捐赠价值15万
元母亲健康快车的基础上，邀请平舆县妇幼保健院定期
前往定点帮扶村开展针对贫困妇女儿童的健康救助。

“原来村里穷，城里亲戚不登门，如今都说进了俺
村就像是来度假。”村民朱会芳骄傲地说。冬日傍晚，
陈集村没有萧瑟气息。河道清澈，校舍整洁，民居错
落，炊烟袅袅，阡陌两边路灯亮起，一派热气腾腾的生
活景象。

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和过渡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
务。作为根植于中原沃土的国有大行，建行河南省分
行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家国情怀，主动践行国有大
行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牢牢扛稳金融助力国家战
略的历史使命，以新金融行动将金融智慧融汇到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努力为中原大地实现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美丽乡村建设贡献建行力量。

对全省 53个贫困县域贷款新增 100亿元，余额达 330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超54亿元

支持带贫企业22家，精准帮扶 18897户贫困户投放个人贷款43亿元

在全省89个村庄派驻 167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员奋斗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

带动 15113户建卡立档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助力脱贫攻坚“成绩单”

截至2020年 10月末

建行河南省分行带着客户做公益，在定点帮扶村举办捐赠仪式

河南省驻马店陈集村建行希望小学举办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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