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4年年农行河南省分行农行河南省分行亮点亮点
设立“金穗惠农通”工程服务点5.69万个，在农村地区布

放电子机具 7.17万台，乡镇和行政村的覆盖率分别达到

100%和64%。

成功代理106县（市、区）新农保业务及44县（市、区）新农合

业务，累计归集资金167.9亿元，累计发放资金172.6亿元，

使460万农民受益。

累计发放农户贷款14.97万户，金额80.93亿元，对重点

贫困区域贷款183.43亿元，扶贫项目辐射53个国家和省定扶

贫开发重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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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飘香“三农”乐
□本报记者 孙玮通讯员 杨志勇姚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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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离“三农”再近些
□本报评论员姜永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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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元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办学

本报讯“现在，俺们也和城里人

一样，吃上了自来水，再也不用跑2

里地去山沟里舀水了。”2月2日，郏

县安良镇段沟村杨沟自然村的高国

卿指着自家院里的自来水管高兴地

告诉记者。

自2010年以来，郏县以“大兴水

利惠民生”为指导，积极抢抓中央和

省、市加大水利建设投入的机遇，全

面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农田水利建

设、防汛减灾等水利工程，兴水利解

民忧助民富保民安。

安全饮水解民忧。该县出台了

《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实施办法》及《农

村安全饮水工程验收移交管理制

度》，大力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截至目前，该县累计投入资金1.41

亿元，已解决185个村27.52万名群

众和61所农村学校的饮水安全问

题。

农田水利助民富。为有效解决

农业灌溉问题，该县制定了《郏县高

效节水灌溉规划》，先后争取到总投

资1亿元的省第三批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项目和总投资8000万元的省

第六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

5年来，郏县农田水利累计投入2亿

元，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农田18万亩。

防汛减灾保民安。近年来，郏县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全力加快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和中小河流治理进度。

已先后投资2.3亿元，对老虎洞水库

等19座水库和21.5公里长的北汝河

郏县段河堤进行除险加固。筹措资

金1650万元，对2.6万亩农田进行改

造，对1300眼农田旧井进行维修。

又多方筹措抗旱资金1500多万元，

建成集中供水工程39处，把旱灾给

群众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南阳市宛城区新修的汉田路上看到，宽

阔平坦的沥青路让群众出行更方便了。金华乡大徐营村蔬菜种

植大户冯桂兴高兴地说：“路修好了，卖菜方便了，我的干劲更大

了！”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告诉记者，宛城区切实把农村公路建设

作为惠及“三农”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来抓，把康庄大道修

到千家万户。

该区将农村公路建设列入各乡镇街道年度目标考评，区、乡

财政不断加大补助力度，同时着重把好施工单位准入关、施工责

任关、质量监督关，确保打造一批优质工程。截至目前，全区农村

公路达到1531公里，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230公里。

在高庙乡农村公路上，活跃着一支支养护工队伍，他们疏通

边沟、护理边坡、培育路肩、保洁路面……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路

保姆”。为加强对乡村道路的管护，该区制定完善了农村公路养

护工作监督考核制度，每年列支专项资金800多万元，用于农村

公路管护和奖励。目前，该区共列养公路1376.33公里，已成立护

路协会16个，有专业护路工336名，参与协会的群众达3万人。

记者在该区的官庄汽车站看到，投资280万元的车站升级改造

工程已接近尾声。宛城区在公路建设中坚持做好建设、养护、运营协

调推进，大力发展客运站建设。目前，该区已建成区级客运站１个、

乡级客运站10个，新农巴士线路3条，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出行。

2014年，农行河南省分行积极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三农”工作要求，坚持面向“三

农”的市场定位，把服务“三农”作为全行各项

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年，该行县域贷款余

额674.63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的43.09%；

涉农贷款余额达594.75亿元，占全行各项贷

款的37.98%，两项贷款增速均高于全行贷款

增长速度。

现代金融惠农户

2014年11月27日上午，河南省首批社

会保障卡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由农行兰

考县支行代理首发。“今后拿着这张卡到农行

就能领取养老金，我们村就有农行服务点，不

用每次都往乡里跑了。”领到带有银行卡等功

能的社会保障卡的陈学军十分兴奋。

作为河南省“社会保障一卡通”项目主要

合作银行，2014年，农行河南省分行累计代

理发行社保卡588万张，排名同行业第一

位。为确保社保卡安全、便捷使用，农行河南

省分行率先研发上线“智付通”机具新农保业

务代理系统，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缴费和

养老金支取业务。

农行河南省分行还加强县域网点布局规

划，加快在城镇新区、重点乡镇和新型农村社

区等地区网点布局的步伐，为广大群众提供

全面的金融服务。2014年，该行设立“金穗

惠农通”工程服务点5.69万个，在农村地区布

放电子机具7.17万台，乡镇和行政村的覆盖

率分别达到100%和64%；成功代理106县

（市、区）新农保业务及44县（市、区）新农合

业务，累计归集资金167.9亿元，累计发放资

金172.6亿元，使460万农民受益。

惠农贷款致农富

1月8日，记者在襄城县湛北乡尚庄村放

眼望去，成方连片的瓜菜大棚蔚为壮观，大棚

内外一派繁忙景象，忙碌着的农户高兴得合

不拢嘴。

“几年来，多亏了农行对我们的支持，

使绿之洲不断发展和壮大。”尚庄村绿之洲

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占阳高兴地对记

者说。

绿之洲社员英长山几年来通过合作社在

农行累计贷款达30多万元。他告诉记者，他

在农行办理了惠农卡，免去了跑到县城网点

排队办理的麻烦，转账、还款等都很方便、省

心。

农行河南省分行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寻求以专业合作

社为抓手,依托专业合作社社员作为金融支

持对象的服务途径,成功探索出了服务“三

农”的新路子。这条路就是，农行河南省分行

立足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针对农村农户小额

信贷，积极创新服务模式，以产业化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为

依托，以规模化种养大户为重点，持续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2014年，该行累计发放农户贷

款14.97万户，金额80.93亿元；农户贷款总

数达到13.38万户，金额74.96亿元。

创新贷款惠“三农”

为认真履行服务“三农”社会责任，农行

河南省分行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和县域业

务的资源倾斜，完善“三农”特色的行业信贷

政策和区域信贷政策，不断加快“三农”和县

域产品创新，着力解决涉农企业、小微企业

和农户贷款担保难等问题，先后推出林权抵

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方式，创

新推出蔬菜大棚、个人船破、农副产品等质

押方式，并围绕县域小微企业推出了粮食动

产质押融资等特色担保方式。2014年，河

南农行县域小微企业客户435户，贷款余额

48.56亿元，分别占全行小微企业的60.75%

和59.06%。

▶下转第二版

“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

注和重视，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2年聚焦

“三农”。但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仍相对滞

后，农民贷款仍存在诸多门槛。作为为“三农”

而生、因“三农”而兴的涉农金融机构，更应努

力下沉经营重心，不脱农、多惠农，真心实意解

农忧，千方百计解农困。

当下，“三农”变化日新月异，涌现出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催生了“三农”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在

这种情况下，涉农金融机构要主动适应农村实

际、农业特点、农民需求，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改

革创新。

农行河南省分行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为

农户、农企提供全方位、多渠道金融服务的探

索和取得的成绩说明，农村金融创新大有可

为，深耕农村金融市场收益稳定。

涉农金融机构要发展，也需要不断开拓

新的市场。离“三农”再近一些，担当更勇敢

一些，创新更大胆一些——做到了这些，涉农

金融机构既能挑起社会责任，也可以积小成

大、集腋成裘，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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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朝锋宁建鹏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袁永强曹正

本报讯（记者林常艳刘振宇）2月3日上

午，2014年省委2号文件年终督查会议在省

政府召开。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赵顷霖，副省长王铁，省委农

办常务副主任安伟及61个省直单位及涉农

厅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听取了省直有关单位

贯彻落实省委2号文件和2015年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2015

年督查工作。

赵顷霖在会上说，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

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

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并特别强调了

一号文件涉及的“三农”工作5个重点内容：加

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深

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强

农村法治建设。

在听取完省直有关单位的汇报后，副

省长王铁对各单位2014年落实省委2号文

件工作的进度进行了肯定，并就新一年领

会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落实我省“三农”工

作提出了要求。

王铁说，今年我省落实“三农”工作的具

体文件马上出台，涉及27个方面31条，围绕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任务将分解落

实到各个部门。各单位必须把上级文件精

神吃透、把主要任务领好、把具体事情做

好。王铁要求各单位及早部署，在春节前把

任务领到手，并实施主要领导负责制，确保

任务落实。

王铁特别指出，实践证明，每月一次、每

季度总结的督查制度，在落实省委2号文件

具体任务时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2015

年将持续督查制度，以促进各项分解任务的

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田明）支持53个贫困县

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高校招收农

村学生比例……2月3日，记者从全省教育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将落实中央资

金、省财政配套资金，加上市、县投入，共计

约100亿元用于改善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

据了解，我省教育资源将不断向贫

困、农村地区倾斜。从2014年到2018年，

投资269亿元，为全省110个县（市、区）、

2.3万所中小学校新建校舍，配备图书、数

字教育资源等基础设施，使农村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达到国家和我省基本办

学条件要求。各地将进一步缩小校际、城

乡和区域差距。继续做好边远贫困地区和

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提

高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进一步增加农

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从今年秋季起

实施中职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全部免学费政

策。

2014年省委2号文件年终督查会议召开，副省长王铁强调

把精神吃透 把任务领好 把事情做好

2月4日，立春。

立春后，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我省小麦陆

续进入返青、起身和拔节期。这个阶段是决

定小麦成穗数多少和穗子大小的关键时期，

也是小麦管理的关键时期。为此，河南日报

农村版记者专访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河南省政府参事、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郭天财。

记者：请问郭教授，今年我省小麦苗情如

何？

郭天财：去年我省小麦播种是在秋作物成

熟收获期普遍推迟、小麦适播期内又遭遇大范

围降雨等不利条件下完成的。麦播以来，全省

土壤墒情适宜，天气条件总体有利，小麦播种

基础和当前苗情是近年来较好的一年。

据省农业厅越冬前农情调度，全省小麦一、

二、三类苗及旺长苗比例分别为59.4%、30.5%、

7.8%、2.3%，其中一、二类苗比例合计占到

89.9%，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9个百分点，旺

长苗比例减少0.4个百分点。从总体来看，全省

各地苗情长势均衡，群体适宜，个体素质明显好

于上年，尤其是平顶山、洛阳、三门峡等无水浇条

件的丘陵旱地小麦苗情明显好于上年，一、二类

苗分别达到91.8%、70.7%和87.1%，分别比上

年增加7.2、33和33.6个百分点。

记者：当前我省小麦生产存在哪些问题？

郭天财：从总体来看，尽管目前全省小麦

苗情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一是部分播期早、播量大和肥水充足的麦

田冬前出现旺长趋势，存在春季冻害和后期倒

伏、早衰的潜在危险；二是由于冬前气温偏高，

部分麦田病虫草害发生较重；三是自去年11

月份以来全省降雨偏少，部分麦田土壤失墒

快，表墒不足；▶下转第二版

小麦苗情总体较好 春季管理不能放松
——专访河南省政府参事、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

员杨毅）2月3日，记者从漯河

市农业局获悉，国家农业部已

于近日印发通知，认定北京市

等157个直辖市、地(市、州)、县

(区、旗、场)为第三批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漯河市位列其中。

近年来，漯河市紧紧围绕

“中国食品名城”建设，坚持保

质量、保效益、可持续原则，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着力发展壮

大粮食、畜牧、蔬菜和农产品加

工四大主导产业，走出了一条

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现代农

业发展路子，成为平原农区现

代农业发展典型。

统计显示，截至 2014 年

底，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粮田

108.7万亩，全市粮食总产达到

174.87万吨，生猪加工总量保

持全省第一，畜牧业产值占农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0%以上。

作为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先进

集体，漯河市已培育出现代农

业产业化集群21个，其中双汇

肉制品产业化集群等8个集群

被认定为省农业产业化集群，

认定数量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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