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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3批）

一、开封市尉氏县（D410000201806030111）
反映情况：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河同张村，

张营伟家具厂紧邻村庄，喷漆气味刺鼻，无任何

污染防治设施，没有环评手续。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人电话投诉尉
氏县岗李乡河同张村张营伟家具厂实为尉氏县
岗李乡河东周村张营伟桌椅加工厂，负责人张
营伟，该厂位于岗李乡河东周村。2018年 4月，
该厂负责人租用尉氏县岗李乡河东周村 8组周
喜宾及 6组周明舟现有厂房，于 2018年 5月投
入生产。生产原料为松榆木材；生产工艺为松
榆木材→锯切→拼装→喷枪喷漆→晾干→成
品；产品为餐桌、餐椅。该厂没有办理任何环保
手续。

2018年 5月 29日，尉氏县环保局监察执法
人员在进行日常环境监察过程中，发现尉氏县
岗李乡河东周村张营伟桌椅加工厂在未办理环
保手续，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情况下，进行违
法生产，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该厂属于

“散乱污”企业。尉氏县攻坚办对国网尉氏县分
公司下达了停止供电通知，依法对该厂予以停
电；5月 30日，尉氏县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取
缔小散乱污企业的决定》（尉政决〔2018〕4号），
要求依法对该厂按照“两断三清”予以取缔。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4日，尉氏县岗李乡
政府及尉氏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厂进行现场
调查时，发现仍有部分设备未拆除，有少量原料
存放在厂房内，没有做到“两断三清”。

针对此种情况，尉氏县岗李乡政府及尉氏
县环保局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厂进行了强制拆
除。6月 7日该厂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到位，产
品及原料已全部清理到位，废油漆桶等已妥善
处置到位。

追责情况：尉氏县政府对岗李乡政府在全
县进行通报批评，对岗李乡副乡长张国选进行
约谈，岗李乡政府决定给予岗李乡河东周村包
村干部张振清及岗李乡河东周村党支部书记冉
玉杰停职检查处理。

二、平顶山市（D410000201806030122，
D410000201806030137）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二

组：1.欧文斯瓷砖厂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气味难

闻。2.迈德隆门厂生产过程中喷漆，气味刺鼻。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1.反映的“迈德隆门厂生产过程中喷漆，气味刺
鼻”问题，不属实。该厂已于 2018年 5月 22日
停产，并于 6 月 1 日开始拆除生产设备，拟外
迁。2.反映的“欧文斯艺术石厂喷漆气味刺鼻”
问题，不属实。欧文斯艺术石厂不存在喷漆工
艺，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确有气味产生，原因为
该企业擅自加装烘干房，采用乙醇加热升温，烘
干过程中产生少量挥发性气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问题 2，叶县环保局已于
2018年 5月 28日对欧文斯艺术石厂擅自加装
烘干房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其立即拆除烘
干房。6月 7日烘干房已拆除到位，气味难闻问
题得到解决。

追责情况：无。
三、平顶山市叶县（D410000201806040008）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二

组，欧文斯艺术石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刺鼻废气，

使用水泥罐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夜间生产噪

声扰民，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1.反映的“欧文斯艺术石厂生产过程中排

放刺鼻废气”问题，属实。该企业擅自加装烘干
房，采用乙醇加热升温，烘干过程中产生少量挥
发性气味。

2.反映欧文斯艺术石厂的“使用水泥罐过
程中产生大量粉尘，夜间生产噪声扰民，污染环
境”问题，不属实。该企业配料工序在密闭车间
中进行，产生的粉尘通过已建设的除尘器进行
收集除尘，不存在夜间生产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1.叶县环保局已于 2018
年 5月 28日对欧文斯艺术石厂擅自加装烘干房
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其立即拆除烘干房。6
月 7日烘干房已拆除到位，气味难闻问题得到
解决。2.为防止噪声扰民，叶县环保局明确要
求该企业禁止在室外组织生产并避开夜间 22:
00至次日6:00时段。

追责情况：无。
四、鹤壁市（D410000201806030060）
反映情况：1.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柏尖山

石料厂，昼夜生产噪声扰民。生产过程中产生

大量的粉尘，车辆运输过程中冒黑烟，道路扬尘

严重。2.浚县卫贤镇东 1 公里处，222 省道两边

有四五家石料厂，生产过程粉尘污染严重，噪声

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1.淇滨区上峪乡柏尖山石
料厂。经淇滨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
实，反映的“昼夜生产噪声扰民”情况不属实。
该公司的噪音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破碎、筛选发
出的声音。经现场勘察，该公司破碎机和筛选
机均有橡胶底座且在密闭的空间中工作，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反映的“生产过程中产生
大量的粉尘”情况部分属实。现场检查时，发现
该企业存在生产设备输送廊道封闭不严、落料
口喷淋效果不佳、生产设备与输送廊道结合部
封闭不严、部分料仓有破损等问题。反映的“车
辆运输过程中冒黑烟”和“道路扬尘严重”情况
不属实。2.浚县卫贤镇东石料厂。反映的“浚
县卫贤镇东1公里处，222省道两边有四五家石
料厂”情况属实。反映的“生产过程粉尘污染严
重，噪声扰民”情况部分属实。具体情况：浚县
顺鑫石料生产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底调试
生产，安装有袋式除尘器、喷淋降尘等治污设
施，存在部分道路未硬化、料仓内有原料及产
品、未安装车辆冲洗设施等问题。该企业正按
照环评要求进行验收前整改。鹤壁市天冠建材
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月开始生产，安装有袋式
除尘器，厂区部分道路硬化，建有料棚，存在部
分成品料露天堆放且覆盖不到位、围挡不全、料
仓有破损、地面有浮尘、未建设车辆冲洗设备等
环境问题；浚县文水建材有限公司料棚已搭建
完成，正在安装设备，未发现生产迹象，无原料；
浚县兴旺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处于验收阶
段，安装有袋式除尘器、喷淋、车辆冲洗等治污
设施，存在厂区道路未全部硬化、车辆冲洗设备
安装不规范、成品料有少部分外存且覆盖不到
位、料仓密闭不严等环境问题；鹤壁同创水泥有
限公司后院石料厂安装有袋式除尘器、喷淋、车
辆冲洗等治污设施，存在厂区路面部分毁坏有

浮尘、原料未全部入仓等环境问题，存在扬尘现
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1.淇滨区上峪乡柏尖山
石料厂。6月 5日，淇滨区环保局立即对其下达
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企业立行立改，不
能立即整改的，编制整改方案，15日内整改到
位。该公司在6月 5日当天自行停产，对存在问
题进行整改，并制定了整改方案。目前，已对落
料口喷淋设施进行维修；对生产设备与输送廊
道结合部进行封闭，对料仓破损部分进行修复；
对厂区内及企业周边道路加大洒水作业频次，
保持道路湿润不起尘；正在对生产设备输送廊
道进行封闭整改，预计6月20日前完成整改。6
月 5日，淇滨区环保局对该企业违法行为立案，
6月 7日，经淇滨区环保局集体研究，决定对该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罚款 3万元。2.对存在的环
境违法问题进行整改并立案处罚。经调查组集
体研究，对浚县顺鑫石料生产有限公司、鹤壁市
天冠建材有限公司、浚县兴旺新型节能建材有
限公司三家企业采取断电措施；对存在问题进
行整改，通过环保验收方可生产；依法处罚款 4
万元。对鹤壁同创水泥有限公司后院石料厂采
取断电措施；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通过环保验
收方可生产；依法处罚款2万元。

追责情况：对浚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陈俊华诫勉谈话；对卫贤镇尚村党支部书记申明
新、砖城村党支部书记康建军、后屯村党支部书
记耿树喜3名环境监管网格长予以行政警告。

五、许昌市禹州（D410000201806020107）
反映情况：许昌禹州市阳翟大道东工业区，

华夏实业西工厂区每天刷漆，气味刺鼻，污染环

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但
该问题已于交办前发现并查处完毕。问题企业
为河南华闰木业有限公司，2018年 5月 25日禹
州市环保局发现该企业违法建设、生产污染问
题，责成该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立案
查处。6月 2日，禹州市环保局检查发现该企业
未按要求停产，禹州市供电公司于当日对该公
司实施强制断电停产。6月 4日，调查组现场检
查时该公司处于断电停产状态。

处理和整改情况：禹州市环保局已经对该
企业立案处罚，企业停产整改。

追责情况：无。
六、三门峡市湖滨区（D410000201806030123）
反映情况：湖滨区崤山路东戴卡轮毂厂夜

间排放废气，周边居民至少 3 万人，向当地环保

局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
的情况属实，但符合国家规定排放标准。企业
未出现超标排污和偷排现象，关于周边居民 3
万人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未解决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持续加大执法监管
力度，对该公司进行全时段监管，监督该公司生
产及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二是已委托具备
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环境
质量再次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
布。

追责情况：无。
七、商丘市夏邑县（D410000201806040018）
反映情况：商丘市夏邑县西关城郊，国强化

工有限公司危险品废料被环保局查封，但是一

直未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部分属实。国强化工
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1年，在建设过程中，由于
没有合法手续及出现债务纠纷，该厂始终未能
建成。2016年夏邑县人民政府依据《河南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环保违法建设项
目清理整改工作实施意见》（豫环委〔2016〕22
号）文件对该企业依法下达了关停通知。为了
防止其形成生产能力，县政府责令国网夏邑县
供电公司拆除其变压器，停止供电，其间省、市、
县环保及安监部门多次对其进行检查，未发现
有生产迹象。

经查，此次群众反映的问题，系该企业业主
武贺峰经朋友介绍于 2018年 4月底从江苏购
买两车约58吨乙二醇副产品（企业自述产品待
化验），于夜间偷存至企业地下储罐内，直至群
众举报被发现。其间该物质一直存于罐内，没
有外运，现场检查未发现污染环境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1.环保、安监部门依法对
其储存物品的地下罐进行了查封，并在四周设
置了警戒线，24小时专人值守，防止其转移。2.
涉案物质样品已送河南省环境危害司法鉴定中
心，正在组织相关专家分析、鉴定，目前，涉案物
质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尚不能确
定。3.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依据其物品的属
性对相关责任人及储存的物品依法处理处置。

追责情况：无。
八、信阳市罗山县（D410000201806020091）
反映情况：信阳市罗山县彭新镇杨店村幼

儿园旁边有一个养猪场，距离居民区较近，臭气

难闻，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信阳市罗山县彭新
镇杨店村幼儿园附近养猪场共有圈舍100多平
方米，养猪场建有排污设施，但无雨污分流设
施，排污设施不规范，该养猪场属规模以下养殖
场，建于 2011年，建成时周边 800米范围内无
居民，彭新镇杨店村幼儿园建于2017年。该养
猪场距幼儿园约200米，卫生防护距离不够，现
场有异味。

处理和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5日，彭新镇
人民政府向该养猪场下达违法拆除通知书。目
前，养猪场已全部拆除完毕。

追责情况：无。
九、驻马店市西平县（D410000201806020053）
反映情况：驻马店西平县人和乡上坡村干

河桥下面杂草丛生，当地村民将生活垃圾随意

倾倒，致使干河成为一条废河，举报人向西平县

委书记、漯河市水利局、漯河市环保局反映，至

今无人管理。举报人希望对干河进行整修，恢

复原貌。（该条河流跨驻马店市及漯河市两个区

域）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反映“驻马店西平县
人和乡上坡村干河桥下面杂草丛生，当地村民
将生活垃圾随意倾倒，致使干河成为一条废河”
问题。经调查，群众反映属实。2.关于反映“向
西平县委书记、漯河市水利局、漯河市环保局反
映，至今无人管理”问题。经查，西平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和县环保局没有接到过有关此问题
的来信、来电举报。3.关于反映“举报人希望对
干河进行整修，恢复原貌”问题。经调查，此河

道已有数十年处于断流状态，上游被当地群众
分段开荒种田或做他用，已失去河道的功能，因
此恢复河道原貌已无实际意义。

处理及整改情况：1.西平县政府分管副县
长组织环保等部门督导，西平县人和乡党委、政
府组织花牛陈村委工作人员对干河桥两侧坑塘
上沿的垃圾进行清理。并按照西平县委、县政
府工作会议精神，将各村的生活垃圾清运到乡
政府生活垃圾中转点，再由县垃圾填埋厂集中
收集处理。对坑塘中的水草和坑边的杂草进行
打捞清理，确保水面干净清澈。2. 西平县人民
政府已决定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要求全县各
乡镇 2018年 6月底前将现存在的垃圾集中收
集，然后由县综合执法局环卫处统一运至县垃
圾处理场。

追责情况：无。
十、邓州市（D410000201806020075）
反映情况：邓州市湍河槐树村南边 500 米

处，一家养鸡场鸡粪排入旁边粪池，无任何环保

设施，影响地下水源，投诉多次至今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2018年 5月邓州市环保局
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该养鸡场空气和鸡粪污染，
市环保局5月 8日前去调查，因当事人拒不配合
调查取证工作，市环保局于5月 9日上报市环境
攻坚办，建议组织环保、公安、畜牧、湍河办事处
等部门联合调查，但在调查过程中，该业主失
联，导致联合查处工作受阻。市环保局又主动
联系公安部门，进行联合调查取证。经查，该养
鸡场名为邓州市德寄养殖有限公司，位于湍河
办事处槐树一组，由尹峰、尹道两人共同经营，
现存栏蛋鸡约 5万只。该养鸡场无污染防治设
施，粪污以渗坑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造成水体
污染。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于该养鸡场利用渗坑
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粪污造成水体污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83条规定，市环
保局按程序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
令其停止养殖，清除外排粪污并顶格处罚，同时
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对其业主实施行政拘
留。

追责情况：无。
十一、邓州市（D410000201806020029）
反映情况：南阳市邓州市张村镇张南村一

组，鸿伟燃气强占耕地建气站。

调查核实情况：该项目存在土地审批手续
不全、现正在办理的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照张村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邓州市鸿伟燃气有限公司用地属挂钩
建新区，2017年 10月由邓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
了《邓州市鸿伟燃气有限公司管道气源站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意见》（邓国土资函[2017]39号），
认为该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供地政策，所占土地
已调整为新增建设用地，该项目已上报河南省
国土资源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审批，要求项目开
工前必须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有关用地手续。

邓州市国土资源局和张村镇国土资源所责
令该企业待土地用地手续审批完成后方可开工
建设。邓州市国土资源局和张村镇人民政府将
加强监管，确保该企业用地手续合法有效。

追责情况：无。③6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夜幕降临，许昌市科技广场流光溢彩，人流
如织。谁能想到，地面上会吸水、能透气、耐磨
损的彩色步砖，竟然全是建筑垃圾制成。

当不少城市在为垃圾围城苦恼之际，许昌
把看似一无是处的建筑垃圾，打造成了能够资
源化利用的“宝贝”——全市建筑垃圾收集率、
利用率分别达到 100%、96%，获得全国再生资
源利用领域唯一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建筑垃圾如何变废为宝？请跟随记者一起
追寻建筑垃圾的“重生之旅”。

变出来的环保砖

6月 12日一大早，10余辆满载着建筑垃圾
的清运车，驶进了位于许昌城西的金科再生建

材生产基地。这些垃圾来自许昌市东城区的一
处建筑工地。

10多米高、方圆近百米的建筑垃圾堆放在
一起，像一座小山。“垃圾山”旁，是一个长 10
米、高4米的履带可移动破碎筛分机。

按一下按钮，这个天蓝色的“庞然大物”伸
出长长的“手臂”，源源不断地将一块块建筑垃
圾“吃”进肚子里。在它的“铁胃”的作用下，两
三分钟后，四种大小均匀、规格为2毫米至30毫
米的细小颗粒从出口处“变”了出来。

整个工艺流程只需要一个工人操作，每小
时粉碎量达到450吨。这是建筑垃圾变身再生
资源的第一步。

粉碎成颗粒的建筑垃圾，被运送至生产车
间。1000多平方米的车间，只有七八名工人作

业。只需在电脑室确定不同的配方比，点一下
“确认”键，配成的原料被输送至 3米多高的搅
拌平台进行搅拌，再通过传输管道运送至生产
主机，从出口出来的就是规格各异、节能环保的
多孔砖、标准砖、空心砌块砖。

去年，许昌市利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系
统，生产出在市政工程等领域大显身手的环保
标砖近2亿块。

算出来的生态账

在许昌市清潩河畔，滨河山地公园树木葱
茏，是市民健身游玩的好去处。这座公园，由建
筑垃圾堆积而成，游园小径均采用再生混凝土
等产品，既解决了生态问题，又丰富了地形地
貌，新增绿化面积20000多平方米。

许昌金科公司总经理李福安说，近年来，他
们投资 1.6亿元引进技术设施、进行科研攻关，
生产的建筑垃圾再生利用产品达到 8大类 55
种，年产值近 3亿元。除了经济效益，还有显著
的生态效益：每年“消化”建筑废弃物 80 多万
吨，节约土地200多亩。

瞄准循环经济这条路，许昌的建筑垃圾变
得更加“高大上”。目前，投资22亿元的静脉科
技产业园正在建设中。这是一个涵盖各种垃圾
处理功能的综合性垃圾处置产业园，建成后将
形成回收、拆解、加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的完整产业链，进一步改善区域生态。

逼出来的转型路

许昌市建筑垃圾管理办公室主任董刚介

绍，许昌每年建筑垃圾总量近百万吨，起初采用
填埋式处理，后来实在找不到填埋点，就一车一
车运到城郊低洼处露天堆放，既损害城市形象，
也影响市民生活环境。

改变，发生在2008年。许昌市以市场化运
作和特许经营的方法，寻求解决“垃圾围城”的
治本之策。他们通过公开招标，开创全省对建
筑垃圾清运和处理实施特许经营的先河，走出
了一条“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特许经营、循环利
用”的资源化利用之路。

通过实施特许经营，许昌市城市管理部门不
需要支付一分钱费用，就较好地解决了建筑垃圾
围城堆放等问题，监管之手从未放松；中标企业
许昌金科公司吃下“定心丸”，积极主动地探索以
科技手段绿色处置建筑垃圾的方式、方法。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现在，对建
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许昌模式”，已吸引
了北京、武汉等 60 多个城市的考察团参观学
习。②8

许昌建筑垃圾的“重生之旅”

打造品牌“金融豫军” 助力地方经济腾飞
——写在平顶山银行挂牌开业十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魏新伟

十载辛勤耕耘，今朝硕果飘香。
连日来，平顶山银行喜事不断：6月 8
日下午，平顶山银行挂牌开业十周年
行庆暨建行功臣表彰大会举行，平顶
山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雷明为全行
317名建行功臣的代表颁奖；6月 9日
晚，平顶山银行挂牌开业十周年庆典
晚会在平顶山市会议中心举行，王惠、
李金枝等梨园大腕倾情献艺，与“平银
人”、各界嘉宾共同见证十年奋进路，
喜庆十周岁生日……

跨越时空的坐标，2008年 6月 13
日，“平银人”永远难忘，这天平顶山市商
业银行挂牌开业，实现了由城市信用制
向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成功转型。
2010年11月，更名为平顶山银行，直至
今年6月13日，迎来十岁华诞。

十年可以令树苗长得枝繁叶茂，
十年可以让一个企业从默默无闻走向

雄姿英发:截至 2017 年年末，该行共
有营业网点 73个，资产总额、各项存
款、各项贷款分别是 2008年的 13倍、
10倍和 9倍，主要经营指标年复合增
长 率 均 在 25% 以 上 ；资 本 充 足 率
13.71%，核心资本充足率 12.55%，拨
备覆盖率 303.12%，抗风险能力持续
增强，步入了规模、速度、质量、效益协
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先后荣获全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全
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
治先进单位、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河南省服务名
牌、河南省 A 级纳税企业等众多“金
字”招牌。

回望来路，这是一部筚路蓝缕的

创业史，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一部
锐意进取的发展史。十年来，平顶山
银行根植鹰城这片沃土，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和人民银行、银监部门
的依法监管下，行党委、董事会带领全
行干部员工以建设“现代银行、精品银
行”的雄心壮志，立足地方经济，转变
发展思路，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
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
和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在市场大
潮的磨练洗礼中，成长为支持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和“金融豫
军”的有生力量。

精准发力，全方位服务实体经
济。紧紧围绕我省“三区一群”建设和
平顶山经济社会发展，该行一方面大

力支持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工
程，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促进过剩
产能转型转产，另一方面将信贷资金
向中小企业倾斜，单列小微信贷规模，
对小微企业实行有差别的利率优惠政
策。2008年以来，该行累计投放信贷
资金 2500多亿元，累计纳税 23亿元，
连年进入河南省国税、地税纳税双百
强排行榜，被国家税务总局纳入千户
集团成员企业。

跨域经营，架起经济合作新桥梁。
围绕“抢抓机遇、深耕本土、根植中原、
走向全国”发展目标，该行先后在郑州、
洛阳、南阳、新乡、信阳、商丘等省内重
点城市设立6个异地分行、23个分支机
构，有效推动平顶山与兄弟地市经济合

作。同时，在实现平顶山市区和县域金
融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加快各县域二
级支行、离行式自助银行和社区支行、
小微支行建设，目前全行共有小微专业
支行5个、社区支行4个。

金融创新，多渠道拓展服务空
间。该行不断完善产品结构，从开立
市级社保财政专户，成功对接公积金
业务系统，到实现财政资金收缴、支付
业务“无纸化”运行，推行“税银网+”业
务，再到推出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微
信银行等特色产品服务，多渠道满足
市民不同层次金融需求。

深化改革，为发展注活水添活
力。该行全面实施组织框架和管理体
制改革,搭建总分支管理模式，导入先

进经营管理理念，建立起符合自身实
际和市场规律的考核评价、资源配置、
选人用人、风险管理等机制，为高质量
发展夯实经营管理基础。

履行责任，金融“活水”润泽“脱贫
梦”。该行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与叶县、鲁山签订脱贫攻
坚合作协议，搭建“银政”“银协”“银企”
等综合服务平台，推广“核心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信贷模式，研发扶贫小
额贷款专属产品“农易贷”，为无担保、
缺资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

十年是发展的里程碑，十年是奋
斗的新起点。着眼未来，平顶山银行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主动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
监管新要求，着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
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全面推进

“现代银行、精品银行”建设，助力“金
融豫军”全面崛起，为平顶山全力晋位
次争上游走前列、综合实力重返第一
方阵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