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092020年8月27日 星期四

决战决胜千帆竞 当仁不让看中行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履责担当
定点扶贫花开中原

“这样的好干部，俺村真舍不得让
他走！”前两天，在给“连任三届”的中国
银行鹤壁分行驻村第一书记王德明送
锦旗时，淇县高村镇三里屯村的村民们
动情地说。

实际上，在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全辖，像王德明这样的扶贫干部并不
少见。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该行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和总行党委决策部署，组织全辖
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尽锐出战，助力
贫困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截
至目前，该行在全省共派出工作队 27
个、驻村挂职干部 146 人，其中驻村
第一书记 39 人，涉及 64 个县、82 个
村。

——兴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
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第一要务，在
驻村帮扶工作中，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派驻的帮扶干部们，成为帮助群众
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新乡分行驻村
第一书记张新波，协调各类资金帮助
村民培育韭菜果树基地；商丘分行驻
村第一书记付卫波通过蔬菜大棚种植
模式，带动贫困户有效增收；开封分行
驻村第一书记陈洪明帮助村里建成 10
座标准化香菇种植大棚，夯实增收基
础。

——抓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
教育扶贫是根治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成为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定点扶贫
的“聚焦点”。开展驻村帮扶以来，在省
行定点扶贫点商丘睢县陈菜园村，该行
先后投入和协调外部资金90多万元扶
持该村教育事业发展，为村小学建设了
教学综合楼、“班班通”教育系统、多媒
体教室、图书室等设施；帮助村民解决
就学困难，为陈菜园村所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发放教育补贴 30多万元，为困难
学生捐助12万元。

——办实事，完善设施暖民心。驻
村帮扶开展以来，针对大多数贫困村基
础设施较差的现实，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不遗余力、“对症下药”，提高了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新乡分行协调资金
为帮扶的马庄村安装路灯190盏，并捐
赠智能广播系统；南阳分行派驻的第一
书记李杞争取涉农资金300余万元，硬
化村组道路 4公里，修建漫水桥 1座，
安装太阳能路灯 55盏、垃圾箱 25个，
粉刷墙体 1.1万平方米，旧村庄焕发新
容颜。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务工作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全行直接投入无偿
资金 790 余万元，帮助引进资金 5200
多万元，发展产业帮扶项目 61 个，实
施基础设施项目 138 个，组织教育培
训项目 76 个，实施医疗健康项目 15
个，结队共建党支部 39个。在各级党
组织和驻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包括
省行定点扶贫村商丘睢县陈菜园村在
内的全省 33 个贫困村成功脱贫‘摘
帽’。”

守正创新
金融扶贫普惠万家

为脱贫攻坚伟业提供金融支持，为
贫困地区发展注入金融血液，为贫困群
众致富排除资金忧虑，是金融机构在这
场伟大战役中的“主业”，也彰显了金融
扶贫的“优势”。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深入贯彻落
实金融精准扶贫相关工作要求，积极投
入全省脱贫攻坚战之中，有力支持了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加大扶贫贷款投放。今

年以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在贷款
投放上继续向扶贫领域倾斜。公司金
融业务紧紧围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特色产业等，满足扶贫企
业、扶贫项目的融资需求；普惠金融业
务以科技贷、税贷通、专利贷等为抓
手，大力拓展扶贫小微企业客户；个人
金融业务通过叙做扶贫小额信贷和国
家助学贷款等产品，满足贫困人口生
产、经营、就学等金融需求。

——不断强化信贷政策倾斜。提
供专项规模支持。为保证对扶贫贷款
项目及贫困县企业的信贷投放，该行
优先支持扶贫贷款项目及贫困县域项
目，优先给予贷款规模倾斜，最大限度
满足扶贫贷款客户及贫困县企业的融
资需求。开辟绿色信贷通道。省行采
取优先受理申请、优先贷前调查、优先
贷款审批原则，缩短审批流程，提高贷
款审批效率，努力为扶贫项目和贫困
县企业的授信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
服务。

——坚持创新产品服务模式。进
一步加大对扶贫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

力度，通过 1+N产业链模式，做大精准
扶贫贷款规模；推进“乐器贷”等产品
推广，有效解决扶贫企业的担保难、融
资难等问题，鼓励贫困县中小企业“走
出去”“引进来”；探索精准扶贫担保模
式，采用应收账款、知识产权、存货、林
权、机器设备、大型农机具、保证保险
等单独或组合担保解决抵押及担保难
题。

——加快畅通金融服务渠道。今
年以来，该行及时把握城镇化发展机
遇，不断将服务触角向下延伸，协同中
银富登村镇银行，加大对贫困县的机构
覆盖。通过智能化改造、差异化转型
等，不断提升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
打造“智能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新模
式，贫困县机构发展实现重大突破。截
至今年 6月，该行机构网点覆盖 48个
贫困县域。

开拓奋进，结出累累硕果。截至今
年6月底，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的金融
扶贫贷款余额达到 81.07亿元，较年初
增长 6.86 亿元，增速 9.24%；完成总行
下达全年扶贫信贷计划的 137.2%，进
度计划完成率 274.4%，惠及全省 71万
名贫困人口。

慎终如始
全力打好收官之战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
收官阶段，下半年的扶贫工作如何开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鼓作气、
连续作战，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
细的工作，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
成。”

慎终如始，是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脱贫攻坚工作的初心与坚守。该行将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以及总行关于做好金融扶贫工
作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助力河南夺取脱
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以强化对接为支点，提高扶贫
成效。省行层面，努力与省发改委、省
扶贫办、省扶贫开发公司等政府机构建
立对接机制，全面了解国家扶贫政策、
全省扶贫开发项目情况，及时汇总信息
传递至二级行，指导全辖开展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二级行层面，各二级分行及
县支行加大与当地扶贫办沟通力度，获
取本地重点支持的扶贫项目情况以及
本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情况，提高金
融精准扶贫业务拓展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做大扶贫
规模。一方面，持续加大对我省贫困县
域交通运输、住房保障、水利资源等基
础设施项目，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等公共服务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
面，积极探索贫困地区 PPP业务模式，
推进市场化长效机制。同时，支持贫困
县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多元化融资平
台切实解决贫困地区融资难问题，支持
农村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改扩建项目
贷款等。

——以渠道建设为目标，扩大服务
范围。下半年，该行将继续以自助渠
道、助农 POS、移动终端和手机银行四
种电子渠道为主要手段，加快贫困县城
区、乡镇、村三个层次渠道覆盖铺建进
程。通过完善的渠道建设，持续扩大对
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范围，有效提升贫
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
和满意度，将金融扶贫工作进一步落到
实处。

——以定点帮扶为依托，助力地方
经济。按照省内各级政府扶贫工作安
排，该行将继续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工
作。一是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争取协
调更多的政府产业发展基金用于定点
帮扶地区水利、环境、农田等基础设施
建设；二是依托定点帮扶地区经济特
点，帮扶各地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帮助
群众稳增收、奔富路；三是帮助定点帮
扶地区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打造脱贫攻
坚核心力量，助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走
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历史梦想，浓缩于未来百余个日
夜；世纪担当，正扛在我们这代人肩
头。“能够参与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的伟大历程，是中行人的荣幸，也
是中行人的责任。”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行长常冰雁说。下一步，该行将继续
开拓创新、加压奋进，充分发挥金融机
构优势，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贡献力量。

截至目前

分支机构覆盖全省48个贫困县域，

金融扶贫贷款余额81.07亿元，较年初增长6.86亿元，

增速9.24% ;

完成总行下达全年扶贫信贷计划的 137.2%，进度计划完

成率274.4%，惠及全省71万名贫困人口。

在全省共派出工作队 27个、驻村挂职干部 146人，其中

驻村第一书记39人，涉及64个县、82个村。

中行河南省分行脱贫攻坚“成绩单”
今年年底，中华民族

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

困，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

崭新时代。

5年来，中原大地脱

贫攻坚大潮中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其中，为脱贫

伟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金

融力量旗帜夺目。作为

大型国有银行，扎根中原

大地 107 年的中国银行

河南省分行表现分外亮

眼。该行分支机构覆盖

全省 48 个贫困县域，金

融扶贫贷款余额 81.07

亿元，带动贫困人口合计

约71万人……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

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重要工作。作为国有大

行，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担

当。”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常冰雁

表示。

□逯彦萃 刘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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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驻马店市ZMDY-2020-17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出让公告字〔2020〕103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Y-2020-17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
相关要求详见：《拍卖出让须知》及相
关出让文件；实际出让面积以实测面
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有欠缴土
地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
得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登录方式：输入
（http//www.zmdggzy.gov.cn/TP-
Front/），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驻马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
易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息或参
与竞买活动。凡在驻马店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竞买
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
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 2020年 8
月 27日至 2020年 9月 15日前登录驻

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
统，浏览或下载《拍卖出让须知》及相
关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
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17时（竞
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保证
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
9月15日17时。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间
定于：2020年9月16日9时。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土
地市场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客
户端、大河网、大河客户端同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

间、内容等不一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实行供地合同履约保证金制
度。宗地出让成交或审批供地后，土地
受让人应当按土地总价款的3%缴纳合
同履约保证金或者提供见索即赔保函。
待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后，视履约情况予
以处置。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

项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
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
作日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

入选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
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
得入选人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
认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九、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396-2915007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8月27日

宗地编号

ZMDY-2020-17号

备注：宗地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19]113号及驻自然资函[2020]173号执行。

宗地位置

蔡州大道与
北泉路交叉
口东南侧

用地

面积

（m2）

2241.32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商业
40、住
宅70

容积
率

1.8-
3.5

建筑

密度

(%)

≤30

建筑

限高

(米)

80

绿地
率

(%)

≥30

出让起
始价（万
元/亩）

170

竞价增
幅（万
元/亩）

3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