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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湛河区

文化搭台 唱响乡村富民戏

漯河市郾城区“百企帮百村”聚力拔“穷根”

潢川县伞陂镇

专家教养小龙虾 贫困户致富有保障

内乡农商银行

正本清源 提升授权业务通过率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
长）6月10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

街道办事处潘庄村东的群众文化广场

上，台上歌声悠扬，舞姿翩翩，台下人头

攒动，掌声不断。广场四周的摊位上，摆

满个儿大水灵的鲜桃，桃农们正满脸笑

容地做着买卖。更有游客在村民的带领

下，沿小路走进红果满枝的桃园，采摘尝

鲜，拍照留念。

潘庄村是当地有名的鲜桃产区，种植

各种桃子500余亩。为更好地销售桃子，

让辖区桃农丰产又丰收，湛河区经过近半

个月的精心筹备，通过微信推广、乡村大

喇叭播放等渠道告知民众，该区将结合戏

迷擂台赛等节目演出，在潘庄村举办鲜桃

展销会。同时邀请本地各大商超购货商，

现场参观考察，洽谈签约。据了解，仅当

天上午，潘庄村就涌来游客1万余人，现

场销售桃子3万余公斤，并达成20余万

公斤桃子的供货协议。

为提升当地农产品的知名度，湛河区

整合辖区文化旅游资源及特色农产品资

源，组织辖区文艺创作团体，将农产品与

文化旅游资源有机结合，编写成文艺作

品，排练成文娱节目，借助文艺轻骑下基

层、百姓宣讲直通车、农特产博览会、美食

节等形式，进行艺术展演和特色农产品宣

传推介活动，为农产品树形象，找销路，闯

市场。

得益于丰富的水利资源和气候条

件，湛河区盛产大米，然而很长一段时

间，由于曹镇大米缺乏知名度，被一些

商家廉价收购，并冒充为东北大米和原

阳大米在市场上销售，其结果直接导致

农民种植积极性的下降。去年7月，湛

河区党委、区政府为此专门报请农业

部，对曹镇大米进行品质鉴定。经农业

部门审批，曹镇大米通过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在此基础上，湛河区结合

曹镇大米历史由来，不断挖掘其文化内

涵，进行文化包装及产品提质，使曹镇

大米成为叫响当地，远销粤港澳的知名

农产品。

据统计，在“文艺搭台”的助力下，湛

河区唱响乡村富民戏，使辖区10余种原

本滞销的农产品成为了当地市场上的“香

饽饽”，带动8万余名农民依靠农业经营

实现致富。

6月14日上午，在长葛市人民银行的统一部署下，农行许昌长葛市支行开展了以“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为主题的金融知

识宣传活动。该行员工向过往群众有针对性地宣传金融知识，引导他们远离非法金融活动，避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易。王琳 摄

本报讯 近期，新野县农信联社紧密

配合县法院开展“夏日百日执行攻坚”活

动，运用法律“利剑”推进清收不良贷

款。

为了确保清收不良贷款效果，该联

社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清收盘活工作。该联社密切配合

法院执行工作，对不良贷款进行认真筛

选，逐笔核对，建立信息档案，然后集中

时间对全县不良贷款进行上门清收，运

用法律武器向逃废债务行为“亮剑”。

该联社主要领导亲临清收一线，充

分利用早晨、中午、晚上机会配合法院工

作人员主动出击，巧妙运用各种清收战

术进行清收。

对有还款意愿的欠账户，该联社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政策，催促其还

款；对恶意欠款不还的“钉子户”、“逃债

户”，采取法律手段，依法进行强制清收，

起到“清收一户，震慑一方”的清收效

果。（肖国强程林芳）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社

区和谐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近日，郑州市

金水区人大文化路街道工委农科院社区

代表工作站组织开展代表接待选民日活

动。

活动期间，选民们围绕小区基础设

施建设、环境卫生整治、车辆乱停乱放等

方面畅所欲言。代表们细心聆听，耐心

问询记录，并与选民一起探讨解决问题

的方法途径。活动结束后，代表们将收

集上来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反馈，

并对问题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解决

和答复。(汪婷婷 李丹)

本报讯 内乡农商银行从授权业务

办理前、中、后等各环节入手，采取多种

渠道培训学习、组织员工分析被拒原因

等多策并举，既从源头上治理，又从期间

“疏浚”，还善于“亡羊补牢”，从而产生了

良好效果。今年以来，该行平均授权通

过率一路提升，5月份平均授权通过率

为99.49%，较去年底上升4.97个百分

点。

强化培训，提升素质。一是集中培

训。该行定期不定期组织全员就授权交

易操作标准、操作规程、拍摄技巧等知识

内容进行培训，确保大家全面熟练掌握

业务的操作流程和审核的要点及风险点

等，确保业务办理合规严谨高效。二是

分散培训。以网点为单位，由无差错发

生的柜员作经验介绍，以加强员工责任

心的培养，减少因操作不规范造成拒绝

情况发生，避免同样原因被拒再次发

生。三是引进培训。针对辖内出现的疑

难问题，提交省联社授权业务内训师，由

他们准备量体定做的课件和内容，到该

行进行有针对性地授课。

分析研判，正本清源。一方面由各

网点通过F607、0284交易总结，分析业

务办理情况，制成问题清单和业务台账，

据此分析研判原因，制定相应改进完善

措施，限时消化整改。另一方面针对责

任到柜员的授权拒绝率进行分析，针对

出现个别柜员反复同一交易多次授权拒

绝，或者同一天多次交易授权拒绝情况，

由柜员先行进行书面分析，然后召集系

统相应专业人员“坐堂会诊”，找出“医治

良方”。（李小雨谢少迪李焱）

本报讯（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张星
张凤华）6月 12日上午，骄阳似火。漯

河市恒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和重泰建

材有限公司负责人分别来到所帮扶的

贫困村——漯河市郾城区商桥镇郭栗

庄村和前甄村，这两个村分别获得“爱

心超市”基金捐赠1万元和物资若干。

“我们这次捐赠资金用来建设‘爱心

超市’，购置生产生活用品，引导贫困群众

积极参加村里环境整治、公益活动等，赚

取积分，以积分换取奖品，激发贫困群众

‘比干争先’的昂扬斗志。”该公司总经理智

斌道出了此次“百企帮百村”活动的目的。

“百企帮百村”是郾城区组织的一场

以结对帮扶促发展，以发展助脱贫的行

动，主要聚焦全区30个贫困村和非贫困

村，组织30多家企业参与帮扶工作，因村

施策、因户施助，采取“一企帮一村”“多企

帮一村”“一企帮多村”等方式。

该区坚持政府引导与企业自愿相结

合，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企业因

人设岗安排贫困人员就业，同时鼓励企业

在帮扶村内建立1个以上村集体经济试

点项目（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户实现家门

口就业脱贫。企业利用资金、技术、管理

优势，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

等扶持方式，与贫困村、贫困户建立利益

连接机制，使贫困村有稳定增收的产业。

在此基础上，郾城区鼓励民营企业家

采取捐赠、救助、慰问等形式开展扶贫，改

善结对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并通过

“民企助才、民企助学”等形式，确保每一

位贫困户子女有学上。同时，依托职教中

心，加强就业技能培训，重点开展适用扶

贫项目的实用技术培训，使其掌握1项劳

动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技能。

2017年以来，郾城区组织亿峰商贸、

鸿泽服饰、奥星明胶等9家会员企业积极

参与精准扶贫行动，分别在陈东村、潘东

村、黑龙王庙村等9个贫困村建立精准扶

贫生产车间。目前，郾城区民营企业投入

580多万元用于精准扶贫投资，安排就业

近300人。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蔡丽 张秋雨）“快点，快点，早

点去占个座，今个县里来专家培训咋养

小龙虾……”6月7日一大早，潢川县伞

陂镇瓦岗村贫困户耿明月一路小跑着说

到。此时，瓦岗村部会议室座无虚席，全

村小龙虾养殖户120余人汇聚一堂，来参

加小龙虾养殖技术培训。

“稻虾共作模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县财政给予每亩400元一次性补助……”

县水产局副局长、县第六批拔尖人才、县

科技特派员刘征正在宣传小龙虾产业精

准扶贫相关政策。

2017年省博士服务团成员、信阳师

院教授李红敬就小龙虾的市场前景、生

物学特性、养殖技术、病虫害防治以及虾

稻共作相关知识作了专业全面系统的讲

解。为保证培训效果，切实帮助贫困户增

收致富，专家与贫困户进行了面对面交

流，一一解答贫困户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培训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发放

小龙虾养殖技术资料300余份，大家聚精

会神地聆听讲课，整个会场秩序井然。

随后，专家直赴小龙虾养殖基地进

行现场观摩和技术指导，源超小龙虾养

殖合作社王恩超说：“小龙虾，大产业，小

龙虾养殖作为推动产业发展，拓宽贫困

户增收渠道的有效途径，希望通过产业

带动，村里的人都富起来！”

此次活动采取“产业带动＋科技

扶贫＋人才助力”新模式，充分发挥专

家人才的专业技术优势、“传帮带”作

用以及在脱贫攻坚中“扶智”“扶志”的

独特作用，切实增强了贫困户创业意

识，提高了他们小龙虾养殖的专业技

能，为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奠定了基础。

“以前只知道养，不知道还有这么多

门道，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专家给俺们

学习的机会，俺觉得俺很快就可以脱贫

啦！”贫困户喻道芳激动地说。

目前，瓦岗村养殖小龙虾共113户，

1164亩，其中稻虾共作276亩。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振
奎 何彦军）近日，记者从漯河市召陵

区纪委监察委获悉，该区通过厘底

数、抓培训、建制度、常检查，将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理行为纳入监

察范围，有效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廉洁

自律意识，为地方“自治组织”披上了

“廉洁衣”。

据了解，召陵区采取村（社区）申报，

镇（街道）审核，区民政部门备案的方式，

精心筛选800余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从事管理的人员，详细登记其基本情况，

明确其管理职责。由区纪委监察委牵

头，分别组织镇（街道）对本辖区从事管

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剖析案例、现场问

答、发放知识手册等方式，调动参训人员

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该区建立管理工作定期

上报制度，对涉及相关部门的“三资”及

村务管理事项，管理人员及时汇总管理

情况，逐级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并报区纪

委监察委备案。

在此基础上，镇（街道）纪检监察组

织每月召集村（社区）监委会成员，分别

组成检查组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区纪委监察委

每季度对村（社区）管理情况进行抽查，

每半年组织对镇（街道）管理情况进行检

查，结果计入镇（街道）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考核。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通讯员杜超）6
月10日，记者走进通许县孙营乡南李佐

村，一座座整齐划一的设施大棚映入眼

帘。大棚内绿色盎然，遍地枝蔓，秧子上

结满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绿宝石”甜瓜。

这一座座甜瓜大棚可是村民眼里

的“金疙瘩”。它不仅是南李佐村的增

收项目，更是帮助贫困户“摘帽子”的

“法宝”。现在，甜瓜收获已进入旺季，

“扶贫大棚”里弥漫着泥土的芳香，一排

排盘旋的瓜秧上挂着溢香的甜瓜。

四十多岁的吴军会是“扶贫大棚”里

的“常客”。一有空闲，他和爱人都会到

大棚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闲散活。作为

村里的贫困户，借着“扶贫”的东风，吴军

会夫妇成了扶贫大棚的“股东”。原本仅

靠种地务农维持生活的两口子，不仅可

以在大棚里干活“拿工资”，而且还有分

红。一想到多劳多得，吴军会就干得十

分卖力。

吴军会家是南李佐村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因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无法

外出务工，生活十分困难。为了帮助像

吴军会这样的贫困户，开封市残联驻村

第一书记安显伟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利

用到户增收项目资金建设了18个扶贫

大棚。这18个扶贫大棚里有12个大棚

种植了“绿宝石”甜瓜。“这12个大棚，每

个棚一亩多地，每亩能产一万余斤甜瓜，

一个大棚就能收入两万多块。贫困户可

以通过承包或者劳力入股的方式到大棚

里干活，有了挣钱路子，就能帮助他们脱

贫了。”安显伟说，“即使是一些没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也可以通过大棚的集体

收益进行分红。”

“有了扶贫大棚，村里让我们这些贫

困户优先进大棚干活，只要一有空闲我

就来棚里干些散活，一天几十块，而且还

不累。”吴军会一边干活一边说，“在扶贫

大棚里挣点钱，家里还种着几亩地，家里

的收入很快就满足了脱贫条件。”

“像这种借助扶贫大棚脱贫致富的

路子，村里的贫困户参与积极性都很高，

无论是利润分红还是干活拿工资，都十

分可观。”安显伟说，“南李佐村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原来有93户，通过产业脱贫等

多项政策、措施，已经有40户类似于吴

军会一样完成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韩心泽 记者冯刘
克）连日来，登封市石道乡贫困户邵秋

展沉浸在激动之中。就在上个月底，邵

秋展顺利领取到3000元的“母牛银行”

分红补贴。他说：“我身体有残疾，干不

了重活，家中还有一个孩子在上高中，

生活压力非常大，多亏了‘母牛银行’，

让我可以领到这么多补贴！”和邵秋展

一样领到“母牛银行”分红补贴的还有

其他20户贫困户，“母牛银行”为他们带

来了脱贫致富的新希望。

“母牛银行”是石道乡推出的一项

脱贫致富政策。该乡是一个山区农业乡

镇，不少农户有养牛传统和牛肉加工技

术。2017年，石道乡政府与当地农商银

行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石道精准

富民养殖专业合作社。乡政府向该社先

后注资数百万元，作为购买基础母牛的

循环资金，购回的母牛经合作社隔离饲

养安全后赊销给贫困户，贫困户通过“富

牛贷”贷到款后，再把购牛资金支付给合

作社，如此反复赊销、贷款，逐步覆盖全

乡所有贫困户。乡政府不但为相关贷款

全额贴息，还为贫困户赊销的基础母牛

零保费参保，出现意外死亡可获赔偿，产

下的母牛犊贫困户自己饲养，滚动发展，

公牛犊由合作社以保护价回收。

年老体弱或身体有病不具备饲养

母牛基础条件与技术条件的贫困户，可

与合作社签订为期三年的协议，母牛全

程由“母牛银行”代为饲养，每代养一头

母牛，合作社向贫困户每年发放1000元

补贴作为收益分红，确保所有贫困户从

“母牛银行”中受益。目前有21户贫困户

共在合作社代养母牛50头，这50头母牛

在合作社的精心饲养下膘肥体壮，就这

样，21户贫困户从“母牛银行”如期领到

了每头牛1000元的现金补贴。

石道乡乡长温韬说：“下一步，我们

将因人施策，拉伸产业链条，真正把贫

困户嵌入产业链中，实现稳定脱贫，最

终形成以养牛、贸易、屠宰、加工等提高

产品附加值的完整产业链条，达到富民

强乡、精准扶贫的目的。”

本报讯（记者 曹相飞 通讯员 梁丽
杨易辰）为落实“放、管、服”工作要求，优

化企业开户服务，推动改善营商环境，今

年以来，邓州农商银行采取五大举措优化

企业开户途径，大大缩短了企业开户时

间，提升了企业开户效率，获得企业客户

的广泛认可。

“进企入户”，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今

年以来，邓州农商银行组织全行开展以

“优化企业开户服务，推动改善营商环境”

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共组织开展公共

场所宣传40余场，进企业面对面宣传

100多次，发放宣传材料6000多份。

专人专柜，实现优质专享服务。为方

便客户的开户资料填写，邓州农商银行在

网点公布了账户资料填写的范例、开户须

知、开户流程等，并设立专人或专柜负责

企业的开户业务，设立企业基本户开户绿

色通道，实现即到即办，现场核验身份，当

场返还证件原件。

健全开户，建立资料交接制度。该行

受理客户开户时，即建立和登记《企业开

户各环节登记簿》，在开户环节准确登记

交接时间及相关责任人，客户可以随时查

询开户业务的进度，以明晰每个环节的耗

时及效率情况。

简化流程，确保企业开户顺畅。该行

通过全面梳理企业需求，确定影响企业开

户的问题，简化银行内部审批流程，杜绝

无故拖延开户处理情况，确保企业开户流

程顺畅，加快开户受理效率

强化培训，提升检查监督力度。为

提高企业开户业务办理和审核效率，该行

十分重视员工业务技能培训工作，通过加

强账户经办人员的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减少业务差错，缩短企业开户时间，使其

更好地服务客户，杜绝因流程不熟或其他

原因无故拖延开户办理情况。同时，建立

首问负责制，明确工作责任，落实工作任

务，切实落实优化企业开户服务各项工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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