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邮储银行贷款，又快又好！”津市市毛里
湖镇清泉村种植养殖大户袁超树逢人便夸。

袁超树因扩大生产，流动资金出现短缺。
恰逢邮储银行常德市分行在全辖推行金融服务

“党建+直联”模式，清泉村成为津市市支行直联
点，驻点党员（业务经理）在村里走街串户宣传
金融政策、对接金融需求。得知袁超树的贷款
需要，驻点经理主动为他排忧解难。没想到申
请交上去，一个星期贷款就批下来了。“太方便
了！”袁超树从此成了邮储银行的忠实“粉丝”。

满意的不止袁超树。在全省各地，邮储银
行积极推广以党建为引领的普惠金融服务新模
式，为小微客户提供贴心服务、抵御疫情影响，
赢得广大客户点赞。

直联村——
党员上门“金融活水”直通到户

赵家湖水产养殖总场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
业，也是安乡县养殖水域滩涂养殖规划中渔业
主产区。全场共有养殖水面 5000 亩，养殖户
112户。过去，养殖户们发展生产多靠民间拆借
资金，便捷却不够安全。

2018年，常德分行将其列入首批建设的100
个直联村，建立与村、镇两委的联系机制，同当地
政府一起支持和帮扶当地“三农”经济发展。

每月，银行的党员都会上门驻点,提供存贷
款等金融服务，组织金融知识小课堂。渔场的
党组织向该行推荐产业大户，银行精准服务；同
时，村里老党员、老干部、退伍军人组成贷款资
质审核小组帮助银行对农户贷款资质进行审
核。依靠三个“党员”，村民和银行的金融供求
渠道打通了，信贷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信贷风
险也降低了。

“我过去从没贷过款，一是觉得麻烦，二是
担心贷不下来。”养鱼户曾旭红告诉我们。恰逢
邮储银行党员下乡宣传，听说贷款门槛低、利息
低、放贷快，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邮储银行申
请贷款，没想到10万元贷款一周就下来了，解了
他的燃眉之急。如今邮储银行已将赵家湖渔场
列入信用村，曾旭红已通过评审成为信用户，可
在邮储银行申请个人纯信用贷款。相比过去，
贷款成本更低，也更方便。

截至目前，赵家湖渔场已有24户养殖户被
列入信用村信用户，有17户养殖户得到邮储银
行授信审批。

常德行——
先行先试 搭建党建直联平台
赵家湖渔场，是常德推进“党建+直联”的一

个缩影。为推动省分行“普惠金融生态工程”版
图建设落地，邮储银行常德市分行在全省率先
探路以党建共建推动普惠金融服务。

常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贾建峰认为，三
农、社区、小微市场小、散、广。开拓这些市场，
不能“坐在家里等靠要”，必须迈开双腿走基层，
主动和农民、企业打交道。服务转型谁来带
头？党组织有天然的群众基础，“服务直联”就
靠党支部来做桥头堡、党员来当排头兵。

本着“党建引领、联创共建、资源共享、共同
进步”的原则，常德建起直联村、直联商区、直联
社区、直联小区、直联园区、直联商会、直联协
会、直联重点单位、直联空白区域“9大直联营销
平台”；对应就业扶贫、双创科创、供销供应、体
彩福彩、农企烟草供应链、融资担保、社团组织、
溯源系统、智慧常德“9大合作平台”，再加上1项

“科技赋能”，形成“99+1”的营销服务体系。

党委新班子“领好头”，定目标、定模板、定
选址、定机制、定资源，重点将“领导、人力，绩
效，财务”四大核心资源配置在平台建设之上。

基层党组织合力做强队伍：市分行建好产
品经理队伍，一级支行建好四支客户经理团队，
打造好二级支行长队伍，开展“信贷夜校”“网点
轮训”等，迅速提升团队能力。

党委成员、党支部委员带头，党员跟上，挂
行蹲点、走街串户，把服务下沉到直联点。通过
党建引领，常德分行已锁定近千个常规业务作
业点。

2019 年，直联走访达到 5000 多人次，为
500 多个直联点提供“送上门”的优质金融服
务。2020年，也积极走访为广大小微客户复工
复产送去暖心春风。

启动两年，“党建+直联”为常德分行业务发
展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它打通了“大
银行”与“小市场”间的信息障碍，解决了“三农”
小微的融资难题。常德分行获客率由以前的1%
提升至5%，产品的市场影响力由以前的10%提

升至 50%。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常德分行“三
农”贷款年净增1.15 亿元，小企业贷款余额15.7
亿元，年净增 3.7亿元，增量排名全省前列。

湖南行——
党旗引领 共建共享普惠三湘

“如今，不仅常德，在全省各地，党建共建都
成为邮储人推动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路径。”邮
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宏海说。

邮储银行全省各地基层党组织与地方党委
政府部门、专业市场、园区（中小企业）、社区、村
级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探讨党建共建与
湖南省分行普惠金融生态版图工程的融合升
级，已形成“党建共建、资源共享、生态共进”的
常态化、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长沙，省分行直属支行党支部与芙蓉路
社区党支部开展共建，服务当地居民；在岳阳，
湘阴县支行党支部与湘阴县人社局党支部开展
银政党建共建，推动社保卡发展；在湘潭，湘潭
县支行党支部与高桥村党总支开展共建，定期
驻村开展综合金融服务……

随着“党建共建”在全省各地持续发酵，邮储
银行党建工作融入基层、融入人心、融入社会，

“金融活水”更好地流向广袤农村和小微企业。
以党建为旗，邮储银行正激荡出更加磅礴的“金
融+”力量！

党建共建 服务直联
——邮储银行创新构建普惠金融生态版图

王 珊 李重臣 杨伊媛

真抓实干在湖南

((之四之四))

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珠，一个志愿
者的力量也许微乎其微，但无数个志愿
者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会形成强大的
潮涌。

无论是省运会、马拉松等大型赛
事，还是迎战强降雨、阻击疫情等行动
现场都会出现那一抹抹靓丽的“志愿
红”，都及时地出现在每一位需要帮助
的人身边，志愿者们传递着温暖、关爱
和信心，也感染着更多人加入“衡阳群
众”，参与志愿服务，参与城市管理，实
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汇聚起强大的
社会正能量。

如今，“衡阳群众”志愿者已成为衡
阳一张亮丽的名片。

志愿花开满雁城

“我们都有热情的手，在每个角落
展开爱的温柔；我们走在社区街头，志
愿参与需要奉献和坚守……”7 月 24
日，《“衡阳群众”之歌》在衡铁一中唱
响，这也标志着“四季同行·雷锋家乡学
雷锋·衡阳群众在行动”丰收季暨“文明
创建五大行动 衡阳群众齐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正式启动。

这只是“衡阳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来，衡阳市围
绕“亲情季”“成长季”“丰收季”“诚信季”
等不同主题，开展亲情陪护、慰问帮扶、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就业指导、清洁雁
城、文明劝导、政务诚信文化宣传、商务
诚信文化宣传等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除公益活动外，“衡阳群众”的身影
也遍布在各大重大赛事中：省十三运
会、湖南衡阳首届国际马拉松比赛、公
路自行车赛等，“衡阳群众”积极奉献，
为观众、运动员提供接待、引导等服务，
提供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还走上街

头，参与路口文明劝导志愿服务工作和
路段巡逻志愿服务工作，展现了衡阳文
明形象。

赛事结束后，这群“衡阳群众”志愿
者并未离场。他们将“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带到生活、工作中
来，带动亲朋好友及身边群众也加入到
志愿者行列，以点滴小爱服务社会大美。

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今年春节期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曾经让人恐慌。

在衡阳市疫情防控一线，一抹抹鲜艳

的“志愿红”逆行而上，令人肃然起敬。
宣传工作志愿者深入车站、高速路

口、小区、超市等重点场所，用小喇叭为
群众送去科学防疫的声音；后勤保障志
愿者打扫卫生、搬运物资、送饭、送衣
服、送口罩，协助社区开展卡口执勤、外
围消杀、食品采买、物资装卸；心理疏导
志愿者开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援
助热线，免费为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及
家属提供情绪疏导志愿服务……

何必等待炬火，你我本就是萤光。
去年7月，衡阳市普降大到暴雨，全

市河流水位全线暴涨，衡东县、衡阳县、

衡山县、衡南县等多地出现险情。面对
汛情灾情，“衡阳群众”积极开展自救，
成为抢险救灾工作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石鼓区雁栖湖小区，“衡阳群众”
帮忙将800余名被困居民成功转移至安
全地带；在雁峰区黄茶岭街道锦绣花园
小区，“衡阳群众”连夜紧急组织居民从
安全通道撤离；在蒸湘区立新大道至西
合路段，“衡阳群众”爬上房顶救下被困
老人；在衡东县杨林镇洣南社区，“衡阳
群众”为滑坡致使房屋受损的群众送去
救援物资；在衡阳县岘山镇永绿村张湾
村民小组，130余名村民紧急转移，附近

“衡阳群众”自发义务提供饭菜和安置
场所，与大家共渡难关……

一群人温暖一座城。在衡阳，志愿
服务正如春风拂面，诠释大爱、播撒芳
香。 （聂 沛 葛咏蓉）

那一抹亮丽的“志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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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7 月 27 日，长沙市望城区召开上半
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该区上半年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2.5%，分别高于全省、全
市1.2和0.3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该区以全市“大干一百
天 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为抓手，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经济社会发
展动力澎湃，在竞赛活动“长沙高新区+长
望浏宁”组中脱颖而出，获评“优胜集体”
荣誉称号。

产业发展不松劲
望城始终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的

第一选择，通过一系列“早、准、实”的措
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该区率先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望十条”，从稳定用工、减税降费、金融
服务、减免租金等方面，以“真金白银”助
企业渡过难关。分 3批派出 21支招聘小
分队,分赴省内 50多个劳务输出大县开
展劳务协作，开通 107 趟“返岗爱心大
巴”，协助比亚迪电子等企业招工15000
多人，解了用工燃眉之急。

疫情期间，望城区产业发展不松劲：3
月25日，通过“屏对屏”签约，总投资12亿
元的中交长沙总部基地项目落户滨水新
城；4月26日，总投资10亿元的立邦集团
华中区域总部在铜官工业园奠基；4月29
日，永杉锂业年产4.5万吨锂盐项目正式
开工；6月23日，38个项目集中签约落户
望城经开区，总投资达75.2亿元……

该区上半年引进项目63个，其中世
界 500 强项目 5 个，协议引进资金 72 亿
元。新开工项目 159 个，续建项目 217
个，省重点项目、市重大项目全部开复
工。华为 HUB 仓、智能终端配套产业园
即将投入运营，比亚迪、德赛电池、新视
电子 3 家企业净增产值 39.3 亿元，智能
终端产业链共完成产值 44.7亿元，同比
增长325%。

拉动内需市场旺
7月25日晚，望城荷花虾“文和友·乔

口”首届虾王争霸赛在乔口镇拉开帷幕，
活泼有趣的赛事、色香味俱全的全虾宴、
商品琳琅满目的“星光夜市”引爆了当地
夜经济。同一天，汇聚长沙本土特色小吃
的铜官草市开街营业，“一店一品”的创
意与浓郁民俗的氛围让这里人气陡增，
成为长沙新晋网红打卡地。

这只是望城区聚焦市场拉动内需的
一个缩影。早在3月份，该区就在全市率
先发布支持乡村旅游复苏的“望五条”，
联合区内 12 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 199
元“全域旅游年（联）卡”，打造 9 条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开设 3 条景区免费直通
巴士线路，发布农业品牌产品名录，开办

直播带货训练营。“望城乡村游”一度引
领“后疫情时期”的长沙旅游市场，该区
上半年共接待游客近 737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40.5亿元。

同时，联动专业市场、大型商超和车
企，以“全民嗨购，望城有约”为主题，围
绕吃、住、行、游、购、娱举办 200 余项活
动，商贸消费持续火爆。湾田国际厂购节
销售额达6145万元；大汉金桥家居建材
欢购节成交 1496单,突破 2000万元；砂
之船 Super Love In Sasseur 购物嘉
年华促销活动吸引客流量突破 43 万人
次，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80%。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该区投资不降
反增，上半年新设商事主体 6276 户，同
比增长12.6%。

“六稳”“六保”抓得实
5月29日，望城区出台《关于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若
干措施》，围绕保居民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
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
转六大板块，提出 25 条“硬核”措
施，促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保基本民生，该区针对高校

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贫困劳动力等重
点群体开展“点亮万家灯火”就业帮扶服
务系列活动，免费开展直播带货、育婴
师、计算机操作员等技能培训；大力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建设等民生实事工
程，推动湖南师范大学望城人民医院落
地；全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振兴新型村
级集体经济，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为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该区设立
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大力支持培育7大
重点产业链，打造“零障碍、零仓储、零物
流、零损耗”采购平台，推动本地企业供
需对接，先后有 266 家企业开展了采购
合作，采购金额超20亿元。

为保市场主体，该区举行“金融助
力 六稳六保”银政企对接签约活动，省、
市、区金融机构及 81 家企业参加，共计
达成融资合作协议金额 606亿元。此外,
派出 348名驻企联络员下沉到 923家企
业，及时为企业纾难解困。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昌小英 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周志斌 刘恩权

7 月 26 日，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
镇两塘村无花果基地，挤挤挨挨的无
花果羞涩地躲在叶子下面，次第红了
脸。彭跃志正在基地里忙个不停，“中
午有顾客定了 20 件果子，我得赶紧准
备好。”

今年 53 岁的彭跃志，既是两塘村
村委会主任，也是该村无花果种植带头
人。

彭跃志原在邵阳市区经营 3 家手
机店，生意红火。2015年，两塘村换届，
老百姓苦苦期盼，希望来一位致富带
头人。为此，村支两委以及村里的老党
员多次上门请他“出山”。一开始，彭跃
志委婉拒绝了，“这不是米箩往糠箩里
跳么？”然而，当他回乡看到乡亲们还
在贫困中苦苦摸索，找不到出路时，答
应回去试试。

回乡后，根据双清区委、区政府大力
发展“一村一品”扶贫产业的倡导，彭跃

志看准了本地稀缺、附加值高、适销对路
的无花果，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为让村民种植无花果少走弯路，
彭跃志自掏腰包，先后到山东、新疆、
广东等省市区考察学习，种植 10 余亩
无花果，摸索出成熟的种植技术后，再
指导村民栽种。

2018 年，他种植的无花果开始大
规模挂果，经济效益明显。乡亲们也由
观望转为支持。现在，村里共发展 40
多户无花果种植户，还引进东烨农业
合作社和健民农业合作社。去年，东烨
农业合作社无花果收益达 100万元以
上。健民农业合作社准备后发赶超，今
年育苗12亩，租赁300多亩土地。

彭跃志通过积极争取，在两塘村
修建基础设施和滴灌系统，确保果树
灌溉。考虑到无花果储存时间短，他又
争取到区农业农村局、扶贫办的支持，
在村里建设初加工基地。

“初加工基地建起后，将解决无花
果不耐储存的难题，无花果将变成‘无
忧果’。”彭跃志信心满满地说。

广种无花果 村民富“无忧”

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澎湃——

以保促稳，以赛促干

雨中“丹枫”
7月27日，长沙市枫林路东端，行人打着伞从《金路丹枫》艺术景观墙前经过。该

景观墙上26片造型别致的枫叶前不久重新粉刷一新，通过色彩处理演示枫叶由绿
转黄变红，生动表现出枫叶自然生长的渐变过程，别有一番风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7月 27日讯（记者 彭
婷 通讯员 刘澜）7月23日，省金融支
持稳企业保就业入市州进园区系列
活动科创专场在湘潭高新区举行。湘
潭市 50 多家科技型企业与各类金融
机构就融资需求进行深度对接，现场
签约8个科技信贷项目。

当天，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小分
队入市州进园区活动启动，并举行了
银企对接会。工商银行、邮储银行、长

沙银行、北京银行分别与千智机器人、
金杯电工、荣岚智能、高至科技、创一
新材等8家科技型企业签订科技信贷
合作协议，授信金额共计3.59亿元。

湘潭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成员，
该市将抢抓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机
遇，全力克服疫情影响，聚焦“六稳”

“六保”抓落实、强担当、求实效，更好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湖南日报7月 27日讯(记者 唐
曦)记者近日从衡阳市交警部门获悉，
今年上半年，该市道路交通安全总体
稳定向好，全市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数
同比分别下降 17.2%、0.81%、24%、
24.69%。其中，南岳区连续3年实现道
路交通事故“零死亡”。

今年来，衡阳市对城区45个重要
路段、路口交通勤务模式进行优化，对
原有登记上牌的11万台电动自行车进
行牌照更新，对8.3万平方米道路交通

标线及209块标志标牌重新施划和设
置，并积极推动县域警务改革。持续经
受住春节、春运、“两会”、清明、五一、
端午、“双考”等一系列交通安保硬仗
考验，取得春运交通安保、公安交管业
务考评和优秀警队创建三项工作全省
第一，酒驾查处和警务评议工作全省
第二、第三的好成绩。

下阶段，衡阳市将着力提升补短
板化危机的整体合力，组织职能部门
联合执法、联合攻坚，确保道路交通
安全持续稳定向好。

交通安全总体稳定向好
衡阳上半年道路事故4项指数实现下降

湖南日报记者 蒋茜
通讯员 盘林 陈志军 毛黎明

“农村散养土鸡，肉质紧实，味道
鲜美，欢迎大家预订……”7 月 22 日，
道县审章塘瑶族乡松柳村，吴上祥变
身网上推销员，将村里的土特产拍成
短视频，发到朋友圈、微信群，卖力“吆
喝”。短短半天，就接到10多笔订单。

吴上祥今年62岁，是道县人民法
院退休干部。2017年，当时 59岁的吴
上祥主动请缨到松柳村驻村扶贫，并
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2018年 11月，
吴上祥年满60岁退休，但村民舍不得
他，他便接受单位返聘，再次走上扶
贫岗位。作为一名有着近40年党龄的
老党员，他不止一次表示：“不完成任
务，绝不离开扶贫岗位!”

从驻村第一天开始，吴上祥就马
不停蹄走访群众。“多年缺水，我们生
产生活吃尽苦头。用上自来水，是我
们最大的愿望。”村民表示。

为解决村里缺水问题，吴上祥多
次联系扶贫、水利等部门，争取到农
村饮水安全专项资金 120 万元，准备
修蓄水池。为找到合适的取水地，吴

上祥一有空就带着村干部上山找水
源。山上荆棘丛生，他的裤管常被划
破，腿上留下一道道血痕。经几个月
努力，终于在村子西边找到一块叫

“崩氹古”的洼地，有充足水源。如今，
村里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要让村民脱贫致富，最重要的是发
展产业。几年来，在吴上祥和村支两委
努力下，村里建起了蝗虫养殖合作社，
发展养殖大棚76个，解决了10余名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引进三华
李、砂糖橘等高效益水果品种，发展水
果种植1186亩。扶持蒋开太等10余户
贫困户发展鸡、鸭、鹅养殖3000多羽。
此外，还投资70万元建设光伏电站，每
年增加村集体收入8万元。

如今，松柳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小
康村、标杆村。村里安装了路灯，还建
起了村民健身广场、村民活动中心，
18 户危房户完成改造，维修水渠 3 公
里，新建机耕道5公里、公路1.6公里，
实现组组通、户户通公路。

“看到这几年村里产业发展快，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我很有成就感，希望松柳村越来
越好！”吴上祥说。

退休老干部 再上“扶贫岗”

稳企业保就业
金融支持科创专场走进湘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