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草部门1.48亿元援建重点水源性工程

白虎潭水库让2万余亩农田止渴
——灵宝市白虎潭水库烟草援建水源工程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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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乡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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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商丘分行

“纳税e贷”获小微企业好评

新郑郑银村镇银行

践行社会责任 助力乡村振兴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30元 零售价2.00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马权泽刘保民 李忠民 文/图

1

核心提示

烟农盼来及时雨东风浩荡满眼春

攻坚克难作风硬，同心协力为圆梦2

在工程建设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工

程进度、质量、安全、投资控制良好，征

地搬迁安置妥当，方方面面都涌现出许

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组织协调有力。国家、省、市

相关部门的许多领导都对白虎潭水库

工程的建设非常重视，多次听取汇报，

召开协调会议，对白虎潭水库建设的每

一步都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库区群众为

了水库建设作出了重大牺牲，设计单位

为了方案日夜赶工，监理单位为了工程

质量与进度多方协调，施工单位艰苦奋

战，在资金不足时垫资建设，为工程顺

利实施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建设管理规范。工程建设严

格执行了基本建设程序，认真落实项目

法人责任制、建设监理制、招标投标制，

强化质量监督，重视施工安全，坚持环

境保护，实现了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的相互促进，创造了安全生产

零事故的佳绩。

三是务实重干，确保质量。工程

开工前，灵宝市建管局聘请具有30年

工程建设经验的专家，对建管局工程

管理人员进行了针对性培训，并在工

程施工期间不定期到工地现场与建管

局、监理、施工方相关负责人进行专业

探讨，技术指导；2015年春节过后，建

管局主动邀请水利部、省水利厅等单

位5名水利专家到工地现场，实地检

查指导，对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相关技

术难点以及可能遇到的质量问题等提

出宝贵意见与建议，以确保工程建设

的质量与进度。

四是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注重采用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积极开展科技攻关，采用水工

模型试验的方法，选定“台阶坝面+差

动挑坎”联合消能方案，成功解决了溢

洪道下游河道的消能防冲问题。完成

的碾压混凝土坝交替上升内锚固定式

大型钢模板施工工法、碾压混凝土通仓

薄层施工工法、坝基帷幕灌浆防渗处理

技术分别获得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认证、

省级工法认证及三门峡市科技成果三

等奖。

可以说，白虎潭水库工程建设集中

体现了水利人敢打硬仗的顽强作风和

争创一流的不懈追求，为灵宝市水利事

业谱写了新的壮丽篇章。

悠悠黄河，从这里穿过；巍巍大坝，在

这里耸立。经过建设者连续6年的艰苦

奋战，白虎潭水库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

珠镶嵌在金城大地，成为灵宝人最值得骄

傲的现代化人文景观。

灵宝市地处豫秦晋三省交界，南依巍

巍秦岭，北濒滔滔黄河，东临茫茫伏牛，区

域面积2695平方公里，总人口62.9万人，

这里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民风淳朴，文化

厚重，是全国闻名的道家之源、苹果之乡、

黄金之城、烟叶产区。

然而，灵宝地处丘陵地带，沟壑纵横，

地貌复杂，常年缺水。旱灾之年，禾苗萎

缩，田园枯竭，人畜吃水肩挑驴驮，严重制

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解

决农业灌溉问题，经专家考察，白虎潭因

所处位置特殊，水质良好，坝址条件优越，

水利部门便有在此修建水库的想法，但由

于资金及立项等多方面原因，几经波折未

能实施。

201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烟草

行业水源工程援建政策，为灵宝市白虎

潭水库建设送来了及时雨，为灵宝的优

质烟叶生产注入了活力和希望。水利、

烟草、财政、设计等部门，通力合作，攻坚

克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白虎潭水

库烟草援建水源工程的初步设计报

告。 2013年3月5日，设计报告顺利通

过了中国烟草总公司评审，核定工程投

资 1.61 亿元，其中烟草部门援建资金

1.48亿元 。该项目包括水库主体工程及

配套提灌站工程两部分，大坝为碾压混

凝土重力坝，坝高76.3米，坝顶长180.5

米，控制流域面积116平方公里，总库容

999万立方米；库区左右岸各规划一座两

级提灌站，左岸扬程438.6米，右岸扬程

314.3米。工程完工后，可解决2.86万亩

农田灌溉，其中烟田面积1.65万亩，生态

环境补水180万立方米，并为沿线苏村

镇、尹庄镇10余个行政村提供人畜饮水

水源，同时保护下游20万人民生命财产

和陇海铁路、310国道、连霍高速、郑西高

铁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

在工程具体建设过程中，充满了困

难和挑战。面对技术难度大、施工条件

差、地质情况复杂、参建各方协调任务

重、征地拆迁涉及面广、工期紧、建设管

理力量薄弱、生活条件艰苦等重重困难，

建管各方提出了“树起愚公移山志，敢教

高峡出平湖”的响亮口号，迎难而上，敢

于担当，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由于冬夏碾压混凝土

不能施工，每年只有紧抓春秋两季大坝

主体施工黄金期，施工时每仓碾压三天

三夜，施工、监理、建管等单位工作人员

72小时不能休息，同时还要在碾压间隙

科学安排固结灌浆、帷幕灌浆、安全观测

设备埋设、灌浆廊道和交通廊道等工程

的建设等工作。

历经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几度

波折，历经2007年到2010年的反复论

证和慎重决策，历经6年多2000多个日

日夜夜的艰辛建设，2016年4月，白虎潭

水库开始下闸蓄水；2018年6月27日，

白虎潭水库通过三门峡市水利局组织的

竣工验收。工程运行以来，已灌溉农田2

万余亩，其中烟田1万余亩，生态环境补

水180万立方米，并解决了周边苏村、尹

庄两镇10余个行政村的人畜饮水问题。

如今，当你走近白虎潭水库，大坝

巍峨，库水清冽，环境优美。正是有了

烟草行业援建水源政策的支持、指挥者

的高瞻远瞩和建设者的艰苦努力，才使

千年旱塬变成万顷良田，极大改善了烟

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为灵宝市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彰显出烟

草行业支持地方、反哺三农的良好形

象，为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宜居的美丽

灵宝作出了新的贡献！

白虎潭水库鸟瞰白虎潭水库鸟瞰

白虎潭水库左岸二级提灌站白虎潭水库左岸二级提灌站

库水滋润的烟田库水滋润的烟田

3 巍巍大坝耸山谷，截挡山泉出平湖

农行商丘分行推出“纳税e贷”短短

6个月，已累计发放2.12亿元，惠及小微

企业358家。

“纳税e贷”作为农行商丘分行服务

小微企业的拳头产品，凭借线上自动审

查、自动审批、自动放款及目前年化利率

仅4.35%等优势，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问题，受到广大

小微企业客户好评。小微企业主只要对

照申贷条件和办理流程，从申贷开始到

用款结束均可全程线上操作、自行办结。

为做好“纳税e贷”的推广工作，农

行商丘分行抓好培训宣传，对内举办业

务培训班，对外召开金融产品银企推介

会，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同时，抓实营

销服务，组织党员先锋队深入小微企业，

及时解决客户申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高申贷成功率和业务办理效率。

除了“纳税e贷”外，该行还推出了

“抵押e贷”“烟商e贷”“药商e贷”等线

上产品，均为地方小微企业纾解融资难

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志君娄浩然）

近年来，新郑郑银村镇银行积极响应

国家关于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号召，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充分展示了“支

小微，惠三农，诚相融，心相通”的服务理

念和助农、惠农、兴农的业务特色。

普惠金融满足“三农”。新郑郑银

村镇银行坚守“立足当地、服务三农、支

持中小”的市场定位，在基础金融发展

薄弱的乡镇开设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

务点，满足辖内居民存取款、转账等基

础金融服务需求。同时，该行组织员工

开展普惠金融知识宣传，让群众了解金

融、认识金融、掌握金融产品服务，自觉

抵制非法金融，防范非法金融侵害。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为丰富辖内

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该行联合新郑市

有关部门举办了“缘结七夕 爱在郑银”

大型相亲活动，为适龄男女青年搭建交

流感情的平台；举办了“村银杯”艺术广

场舞大赛，改善和丰富了辖内居民的文

化生活，掀起了新一轮健身热潮。

“新郑郑银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始终把助力脱贫攻坚、服务

乡村振兴作为践行金融使命，服务实体

经济的重要一环。我们将继续探索金

融服务的新模式，适应新形势下的改革

发展，着力打造精品、健康、持续的区域

性品牌银行，全力以赴地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行长孙保安

说。（程一博）

今年以来，农发行漯河市分行认

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银保监会有关进

一步强化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政策

要求，围绕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加大金融扶持

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截至

10月底，该行已累计支持民营小微企

业10余家，贷款余额8.4454亿元。该

行针对民营小微企业经营状况，为每

个企业量身打造了维护服务方案，包

括信贷支持政策、减费让利政策等，最

大限度压减降低企业负担。同时，在

办贷上实行省分行统一授信、市分行

在贷款审批权限内分笔贷款的方式，

有效提高贷款审批效率，提升了企业

的满意度。（张金合朱宝华）

近年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秉承家国

情怀，服务“三农”需求，全力支持乡村产

业发展，持续加大信贷投入，在河南大地

上编织美丽“乡村梦”。

昔日矿山变青山

禹州市矿产资源丰富，是河南省重要

的建筑石料开采加工基地，受早期粗犷经

营影响，生态欠账较多。近年来，禹州市

立足自然地理条件和现有林业资源，突出

平原林网建设和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构建

点面结合的综合立体林业生态体系，在具

茨山片区规划建设10万亩高标准、高规

格的国家储备林基地。农发行河南省分

行积极帮助当地政府解决国储林建设资

金不足难题，通过创新融资模式，以“林下

种养结合一体运营”的综合收益作为还贷

资金来源，审批贷款8.2亿元用于项目建

设，支持禹州市矿山修复区和煤矿沉降区

生态修复。

无梁镇地处禹州市浅山区，素有“建

材基地”之称，盛产石料、水泥。曾经，彭

花路无梁镇至浅井镇路段路面损毁严重，

采石运输沙尘飞扬，路北侧是矿山修复重

点区域。而今，彭花路北侧郁郁葱葱，栽

植楸树、五角枫、国槐等树种60万余株，

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

境。当地通过采取林药互补、林苗互补等

林下种植和鸡、鸭、鹅等林下养殖，不仅带

来了可观收益，加快了当地特色中药产业

发展，而且带动周边贫困人口脱贫和增

收。

“农发行融资解决了国储林建设资金

不足的问题，为禹州市加快生态建设提供

了强力支撑。”禹州市副市长张劲弓说。

截至10月底，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累计

审批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贷款41亿元，

全力支持河南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

沃野平稻麦香

息县是河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今年

上半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

单一依靠政府投入难以为继，为此息县政

府聚焦“三块地”改革，牢牢抓住“两项指

标交易”的牛鼻子，以土地整治激活土地

资源要素活力，为城乡建设筹集资金。在

息县岗李店、杨店等19个乡（镇）271个行

政村，政府规划进行土地平整、灌溉排水、

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

程建设，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从何

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急政府之所急，积

极帮助谋划项目融资方案，创新融资方

式，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投资开发、奖

补配套”为路径打通了融资屏障，为息县

补充耕地储备一期工程提供了1.15亿元

政策性贷款支持。

目前，息县这一项目一期工程2.13万

亩土地整治基本竣工，新增耕地上小麦已

萌生新绿，生机盎然。预计后期各类土地

指标交易可形成收益18亿元，能够有效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通过农发行对农村土地流转项目的

支持，进一步盘活了土地资源、实现集约

经营，促进了特色规模种植业发展壮大，

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乡村产

业振兴提供了助力和支撑。”息县县委副

书记、县长袁钢说。

截至10月底，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农

地贷款余额12.56亿元，较年初增加8.78

亿元，增长率232%，已成为信贷投放新增

亮点。

果蔬飘香产业园

开封市兰考县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近年

来，该县通过开展清产核资、身份界定、股

权量化等工作，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全县454个行政村全部成立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以蜜瓜产业为主导，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联结“大农业”和“小农

户”的纽带。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兰考县

政府联手打造蜜瓜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

园区43个、日光温室大棚1784座、塑料

大棚2040座，由农发行提供2.13亿元贷

款资金支持，合作社入园经营，引入北京

新发地农业销售龙头企业提供种苗、技术

指导，并与合作社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带

动农民致富，实现产业扶贫。

“在我县乡村振兴实践中，农发行系

统为我们提供了优越的金融服务和资金

支持，近五年累计获批贷款40余亿元，为

全县乡村振兴的推进提供了金融保障。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建设将有效带动蜜瓜

特色产业发展，使农业向科学化、规范化、

规模化转变，使农民实现当地就业，向职

业农民转变。”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明

俊说。

据悉，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还先后支持

卢氏、清丰、平舆等地产业园建设和特色

产业发展，目前正在积极对接全省国家

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在支持农村产业兴旺上，农发行总行

首席风险官兼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李小汇表示，支持农村产业振兴是农发行

河南省分行履职发展和创新转型的重要

依托，要从政治高度、战略高度看待支持

产业发展的问题，持续推进农地业务发

展，大力支持园区经济，积极支持特色优

质产业发展，为河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贡献金融力量！

近期，农行南阳分行相继举办零售、

“三农”、合规、风险管理条线培训班，提素

质，聚合力，为明春“开门红”蓄力加油。

零售条线培训精心设置课程科目，

培训内容既有对存款、理财、保险、基金、

贵金属、ETC钱包、乡村振兴卡等产品的

讲解，又有对家装分期、信用卡、场景项目

营销等业务的具体解析。

“三农”条线结合考察农行福建漳州

分行“惠农e贷”的典型做法，从农行市场

定位、优化信贷结构、推进数字化转型、助

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等维度入手，

分析推广“惠农e贷”的重要意义，梳理操

作流程，重点讲解农担业务，安排农户信

息建档工作，持续深化打造“惠农e贷”品

牌。

内控合规业务培训采用“现场讲授+

课后答疑+结业测试”模式，课程围绕合

规管理主业，包括反洗钱政策解读和操作

实务、案件风险防控与“平安农行”考评、

转授权管理与法律事务工作等，让全体学

员充分享受了一场内控合规知识的“盛

宴”。

风险管理方面，详细讲解“智慧信贷”

系统操作要求与流程、智慧画像和智慧采

集功能等内容，促进了员工“智慧信贷”应

用和业务连续性管理的规范性和操作技

能的有效提升。（刘延军）

□本报记者孙玮 通讯员谢函洋

农行南阳分行 条线培训蓄力“春天行动”

农发行漯河市分行

“量体裁衣”服务“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