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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金融是支持农业

发展的关键环节。对于银行业来说，为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是积极支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聚焦重点领域精

准发力，不断致力于提供一流“三农”金融服务

的专业机构、专业模式、专业产品、专业队伍和

专业机制，以创新和科技提升服务“三农”水

平，走出一条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

强化组织保障 合力推进

要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建立起长效

服务体系。其中，通过设立涉农金融服务专营机

构等组织保障措施就是一种有效的探索。

早在 2009 年底，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下，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就率先在大兴区庞各庄设

立了“三农”信贷专营机构。2012年底，邮储银

行北京分行在10个郊区支行进一步逐步推广“三

农”信贷专营机构的发展模式，各郊区支行均成

立至少一个涉农信贷专营机构，成立专门的“三

农”服务信贷队伍，扎根农村做好涉农贷款服务

工作。2013年起，邮储银行北京分行10个郊区支

行在辖区内设立小额贷款核心营业部，主要以发

展支农小额贷款业务为主，不断做好服务“三

农”的基础建设。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累计面向京郊

地区发放涉农贷款近5.3万余笔，288亿元，笔均

贷款55万元。

振兴人才队伍 筑牢基石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高度重视队伍建设，2013

年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成立了由30人组成的小额核

心信贷员团队。对于新调整和研发的小额产品，

必须由核心信贷员进行贷前调查。经过几年的发

展，小额核心信贷员展示出其核心优势，较好地

控制了小额贷款业务风险，培养造就了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为构建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网络体系,真正把

人才凝聚起来,形成人才队伍优势，近年来，邮储

银行北京分行不断充实“三农”信贷员队伍，加

强对“三农”信贷员的分类递进培训,切实提高服

务能力和水平。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支行，至

少配有 2 名“三农”信贷员，这些信贷员组成了

北京分行的“三农”核心团队。他们，都是信贷

条线的精兵强将，有着至少 3 年以上的信贷经

验，其中大部分有着农村基层工作经历，对农

业、农村、农民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

他们，深入到郊区农村的第一线，活跃在田间地

头，经年如一日，把赤诚的“一懂双爱”当作种

子，播撒在广袤田野。

创新“三农”产品 破融资难题

金融创新是提高农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有

力杠杆。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在金融服务模式和产

品上不断推陈出新，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

力。目前，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小额信贷产品种类

众多，共有 5大类 28个产品，其中不乏具有北京

特色的小额贷款，如“农保贷”“民俗贷”等创新

产品。

为推动北京地区民俗旅游业发展，邮储银行

北京分行创新推出“民俗贷”小额贷款业务，有

效满足了民俗户装修改造或日常经营等用途资金

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通过组织10个郊区支行

对其辖内的民俗村进行走访宣传，目前与门头沟

爨底下村、密云水堡子村、延庆韩郝庄、房山九

渡村、昌平十三陵镇等十几个市级民俗村建立沟

通，累计放款6500余万元。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主动作为

·广告

本报讯 江苏滨海港一
类独立开放口岸获得国务院
批复、国家电投协鑫滨海发
电公司 2 台机组并网发电、
10 万吨级通用码头年内将
正式运营……一系列成果表
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沿
海开发已进入提速阶段。去
年以来，江苏滨海紧扣“沿海
争先跨越、淮河争当门户、全
市争创一流”的“三争”目标，
全方位推进新一轮沿海发
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沿海发展，临港产业是
核心。作为江苏沿海“三极
一带多节点”战略格局的重
要节点之一，滨海港在江苏
沿海开发大潮中，秉持“能源
港起步，产业港壮大”的发展
方向，全面对接、争取、服务
大型企业，走出了一条“大项
目—大产业—大园区—大基
地”的特色建港之路。目前，
滨海港已引进国家电投、中
海油、大唐等一批能源型大
型企业，并实施了海上风电、
陆上风电、超级燃煤发电等
一批能源类产业项目，临港
产业发展渐入佳境。

有港必有业，港口兴则沿海兴。滨海港以打
造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为先导，建成和在建临港
重大产业项目 7 个，已落地央企项目总投资 467
亿元，完成投资近 350 亿元。能源产业项目链式
集聚，对滨海港发展大用电量、大用气量能源需求
型、港口依赖型的绿色石化、海工装备、港口机械
等重特大产业，具有较强的集聚拉动作用。

除此之外，海滨特色小镇已初具雏形。未来，
沿海板块将成为江苏滨海发展活力最强、增长速
度最快的板块，全县新增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 60%以上将来自沿海板
块。 （李 军 胡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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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
彭城镇韩庄路口附近执勤的交警发现一位
老人躺在路边，头部流血，急需紧急救治。
执勤交警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为伤者赢得
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争分夺秒为生命护航，这样的紧急
救援，每年都会上演几十次。”邯郸市公
安交警支队支队长贾志光介绍，支队结合
网格化交通管理，创新建立应急救援机
制，为重症患者、危重伤员开辟绿色通
道。对突发事件，根据路线、车辆通行情
况及时调整信号灯和警力，安排警车为救
助车辆开道。同时，安排民警在救援目的
地疏导交通，为迅速抢救伤者赢得宝贵
时间。

日前，中宣部命名第四批“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邯郸市公安交警支队光
荣上榜，肯定了交警支队以创新打造“智
慧交管”的不懈努力和为民服务水平的不
断升级。

多年来，邯郸市公安交警支队以群众
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智慧交管、
民生警务”理念，以创新为抓手，全面提升
城市交通管理水平。

交警的“车驾管服务”向来是群众关注
的热点。对此，邯郸市公安交警支队以“车
驾管服务”窗口为切入点，以标准化的服务
体系实现精致服务、快速服务。“车辆相关

的服务，几分钟时间就能在网上‘自助’式
办理”，从外地来邯郸办厂的客商王先生告
诉记者。

几年来，邯郸公安交警支队围绕“人

民满意”这个主题，通过加大信息化建设
开通便民“快车道”。他们搭建了网上综
合服务平台，成立了“网办中心”，开发
了“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补换领机动车行

驶证、补换领检验合格标识、互联网预选
号牌”等在线业务办理窗口。他们还以手
机客户端为依托，引导群众下载、注册

“交警在线”手机 APP，方便群众办理交
管及保险业务。

凡群众不方便处皆要创新。交警支队
在医院、小区、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道路
施划蓝色潮汐免费停车泊位，解决了市民
反映强烈的停车难问题，受到市民高度赞
扬，并被其他城市借鉴；施划路口叠加车
道，用黄虚线划出专供大型车右转的车
道，方便大型车辆路口右转，提高了路口
通行能力。

此外，邯郸公安交警支队还组建了由
支队主要领导牵头的服务重点项目专项服
务团队；开通便企“绿色通道”，对物流运
输、营运车辆提供预约和集中办理牌证服
务；为促进物流寄递业健康安全发展，全天
候提供便捷服务、实行绿色通道管理模式
和无道路通行限制；窗口前置，服务前移，
建立社区、农村交通管理服务站，组织流动
车管所，深入边远农村、乡镇、居民区登门
上牌办证，打造“家门口的车管所”“社区里
的交警队”。

“雷锋精神体现着‘向上’‘向善’，这就
要求我们以强烈的民生情怀，不断提高服
务水平，不断改进服务措施，以创新提高群
众的满意度。”贾志光掷地有声。

河北邯郸交警支队打造智慧交管——

群众不方便处都要创新服务

□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周金立

元宵节那天，河南省邓州市文渠镇红
庙村村民张根群一大早就赶到了文渠镇文
渠村村部，张根群非常激动，因为今天要

“分红”了。张根群的爱人 10年前眼睛看
不见了，大儿子也有病在身，因此张根群
被定为贫困户。

同样高兴的还有文渠镇泰山村的贫困

户吕继红。吕继红妻子患病，他去年在工
地干活时，又不慎从三层楼摔下来，导致
胳膊骨折、腰部受伤。

上午 9 点 40 分，邓州“编外雷锋团”
黄志牧业雷锋营分红仪式正式开始。张根
群等 26户贫困户每户分红 3000元，吕继
红等 42 户贫困户领到了面和食用油。大

家脸上堆满了笑容，有的人还激动地流下
了眼泪。

“国家政策好，自己再勤快点，生活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吕继红笑着说。

“参与精准扶贫，让更多的贫困户早
日脱贫，这是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任，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

“编外雷锋团”黄志牧业雷锋营营长、河
南 黄 志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黄 志 告 诉
记者。

邓州“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授予
“ 时 代 楷 模 ” 荣 誉 称 号 ， 现 有 23 个 营
13000余人，是全国最大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团体。

黄志牧业雷锋营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
势，积极参与“金融+产业”扶贫中去。
2016 年以来，河南黄志牧业有限公司扶
贫辐射到邓州市 9个乡镇，其中到户增收
项目总户数2332户，金额932.8万元，分
红 148.5 万元，小额贷款扶贫 953 户，金
额6897.5万元，分红305万元。

“编外雷锋团”送来分红款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中献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

报道：据贵州省旅游部门消息，自
2015年把“厕所革命”纳入全域旅游
示范创建工作以来，该省累计投资
12.43 亿 元 新 建 或 改 建 旅 游 厕 所
3200 座，有近 600 座旅游厕所达到
了国家3A级标准，实现5A级景区全
覆盖。

据了解，贵州省启动“厕所革命”
工程后，把旅游厕所建设纳入了全省
100 个旅游景区建设项目、“四在农
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
动计划和“多彩贵州·最美高速”创建

等工作，对参与质量等级划分的旅游
景区，不达标者实行一票否决，加快
推进旅游厕所建设。

同时，贵州各市（州）也创新工作
方式、整合资源，把厕所建设与财政

“一事一议”、水利、扶贫、新农村建设
等资金有机结合，加大了投入力度。

其中，黔东南州剑河县通过整合
美丽乡村“六项行动”、财政“一事一
议”、乡村旅游扶贫等项目资金2000
万元，建成了巫包、反召、光条、屯州、
基佑、昂英、温泉等旅游厕所。

此外，结合“十三五”规划，贵州
省详细普查了现有厕所分布、使用情
况，将旅游厕所建设改造纳入城镇、
交通、旅游等相关规划，使旅游景区

景点、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乡
村旅游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
休闲步行区等旅游厕所逐步达到 A
级标准。

针对高速公路沿线厕所问题，贵
州省部署集中整治，以“酒店标准”量
化服务区公共厕所环境卫生，对高速
公路服务区保洁、管理人员要求持证
上岗，将服务品质等与综合绩效考核
工资直接挂钩，把保洁工作打造成有
吸引力的岗位，使 113所高速服务区
旅游厕所焕然一新。

据了解，贵州省今后的旅游厕所
建设改造设计在遵循国家标准的同
时，还将突出地域民风民俗和文化特
色，并与环境景观相协调。

铁路兰州局集团嘉峪关车辆段动态检测车间维修工王振华：

保安全，苦点累点也幸福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张 蕊

贵州新建改建旅游厕所提升景区品质——

对不达标者实行一票否决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日前印发
《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措
施》对标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世界
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从贸易投资环境、
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
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 6 个方面提出了 20 项改革
举措、126 个政策点，着力营造服务效率最高、管
理最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佳的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

据了解，《措施》确定的改革任务已全部分解
落实到相关部门，并明确了各项工作的目标要求、
完成时间、主体责任和责任领导。

深圳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河北邯郸公安交警支队执勤交警引导儿童过马路。 （资料图片）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好
了。”3 月 8 日，在甘肃乌鞘岭下的兰
新线武威南至打柴沟区段 2354公里
处，王振华冒着零下 16 摄氏度的春
寒检修TFDS设备，他不时用嘴对着
手哈哈气，并给徒弟杨帆鼓着劲。

王振华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嘉峪关车辆段动态检测车间维修工，
他所在的枢纽班组，担负着武威南铁
路地区武威南至打柴沟、金昌至武威
南、干塘至武威南 3个方向的红外线
轴温探测、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
测、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
AEI 车号识别系统以及列车尾部试
风装置的维修任务。

虽说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温暖些，
但在乌鞘岭的夜里，裹着棉大衣的杨
帆还是冻得发抖。王振华趴在地沟
里，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一根线一
根线地测试，一个接头一个接头地排

查设备故障。此时已是凌晨 3点，这
天是 2018 年春运的第 36 天，这个春
运也是王振华在岗位上度过的第 36
个春运。

当天凌晨 1点，正在值班的王振
华接到电话通知，被告知打柴沟至武
威南下行 TFDS 设备图像采集出现
异常故障。TFDS 是为了适应铁路
提速多拉快跑而运行的货物列车动
态检查系统，采用先进的摄像技术
对高速运行的列车拍照，便于检
测，是铁路动态检测“5T”设备之
一。王振华迅速准备备件，带上杨帆
赶赴现场。

“一定要细心，有的故障不只在
表面，咱要多测试！”“师父，还是让我
来吧！”给王振华照着电筒的杨帆虽
然手冷得厉害，但师父跪在地沟里近
1个小时了，更让他心疼。“不妨事，我
行的！”王振华发现，是轨心四通道相
机故障，他迅速更换了轨心相机。怕
故障反复，他又将所有引线一一复查
一遍，直到与调度取得联系，设备功
能恢复正常后，他才松了口气。徒弟

搀扶着他费劲地站起来，王振华才发
现 自 己 双 腿 麻 木 ，双 脚 已 失 去 了
知觉。

因为“5T”设备分布在各探测
点，因而遇到设备巡检、抢修，淋雨冒
雪、迎风沐尘，对动检维修工来说是
常事。

平日里，面对着复杂的设备和
频繁出现的各类故障，年轻人都感
到头疼，但是年近 55岁的王振华却
喜欢钻研，专克疑难杂症。为了更
好地掌握维修技术，工余时他总是
学习各类与设备维修有关的书籍，
遇到棘手的故障就向厂家技术人员
请教，还毫无保留地把学到的知识
教给同事们，带动周边的伙伴一起
进步，每次遇到疑难问题处置，他
都冲在前面。

“师父，又是个不眠夜啊！”迎着
升起的太阳，杨帆很是感慨。“没什
么，只要不耽误火车安全地通过，苦
点，累点，我觉得也很幸福。我们棒
棒哒！”王振华用了句时下的网络用
语，逗趣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