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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重庆市分行工行重庆市分行 精准施策确保脱贫路上精准施策确保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当前，在脱贫攻坚进入到决战决胜

的关键时期，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以

下简称“工行重庆市分行”）交出了一张

亮眼的扶贫成绩单。截至3月末，分行

涉农贷款余额181.5亿元，较年初增加

10.68亿元，增幅5.88%；累计投放扶贫

贷款3.27亿元，扶贫贷款余额55.87亿

元，较年初增加1.20亿元，完成总行下

达全年任务的120%。

成绩的背后，是工行重庆市分行矢

志不渝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与担当，举

全行之力助力脱贫攻坚。近年来，分行

在工总行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升金融扶贫

工作成效的决策部署，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员工，尤其是近100

位驻村扶贫干部在定点对口扶贫和金

融精准扶贫决战冲刺中迎难而上、主动

作为，积极发挥“第一书记”桥梁纽带作

用，全力支持重庆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

坚战，把担当写在了贫困群众满意的笑

容里。

谁都知道冉和平下乡驻村时，只
从办公室带走了一样东西，便是他的
修理箱。在酉阳支行他是万能的修理
工，到了扶贫乡他依然是贫困户万能
的修理工，他便是酉阳支行扶贫驻村
第一书记——冉和平。

村里卫生需要改善，却无资金购
买工具。思来想去，冉和平决定自己
动手，于是他便重拾起老一辈的传统
手艺，用竹枝扎扫把。他累计扎了26

把竹扫把，其中10把用于村集体卫
生，16把送给村里的贫困户使用。

村里的公共设施需要改善了，他
又开始到处奔波，四处筹措资金。向
上级行申请了9万元扶贫资金用于五
福镇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
里娱乐健身设施，新建篮球场，扶起了
贫困村的精神世界。

冉和平深知，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如果村民包里没有鼓起来，那么一切

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徒劳。为带领大家
发家致富，他亲自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
干，自行垫资购买360万尾泥鳅带领部
分村民进行养殖试验，初步试验成功。

自冉和平驻村以来，累计组织支行员
工下乡900余次,帮助103户贫困户完成
了产业验收、财政资金补贴申请；帮助1户
贫困户解决了用电问题；帮助2户贫困户
自主创业；助学17名贫困大学生；保障和
改善了大河村15户贫困户住房问题。

★酉阳·冉和平★ 拥有“百宝箱”的万能书记

★秀山·杨文★ “我为钟灵土鸡蛋代言!”

“大家好，我是秀山县钟灵镇新厂
村‘第一书记’杨文，我为我们村扶贫生
态鸡蛋代言！”在新厂村为养鸡场产出
的土鸡蛋拍摄的宣传视频里，工行秀山
支行扶贫干部杨文正为其录制广告语。

新厂村蛋鸡养殖场于2020年 1
月初正式投产，由杨文带领当地扶贫
干部说服十八户建卡户以专业合作社
方式入股建成，目前每天产蛋量能达
8000至9000枚。通过杨文的大力宣

传，县域内多家单位主动联系该蛋场，
预定土鸡蛋，极大程度解决了该厂鸡
蛋销售难题。

2016年，秀山支行积极响应县委、
县政府号召，选派杨文到钟灵镇新厂村
任第一书记。在扎根农村的四年里，杨
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次协调、组织
镇村干部到周边省、市、区、县考察中药
材项目及蛋鸡养殖项目，促进贫困农户
通过发展山区特色高效产业增收脱贫，

积极组织村干部通过坝坝会和走村入
户的形式积极宣传金融扶贫小额信贷
政策，协调县域银行为全村38户建卡
户发放小额扶贫贷款190万元，解决了
贫困户无起步资金的问题。

在杨文的努力下，新厂村变成了
先进村、明星村：党建工作显著提升、
村容村貌大幅改观、基础设施全面改
善，产业扶贫初见成效，村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

2018年3月, 工行垫江支行员工
秦源鸿接到任务，前往高石村开展结
对帮扶工作。裴兴镇位于垫江县东南
部，是垫江辖内最偏远的乡镇之一。
高石村则位于裴兴镇西南面，距裴兴
镇1.5公里，秦源鸿的帮扶对象刘永荣
一家便住在高石村6组。

由于妻子身患疾病需要照顾，刘永
荣不能外出打工，导致家庭没有收入来
源而成为贫困户。针对其具体情况，秦

源鸿制定了种养殖扶贫的思路措施。通
过村上和镇上的配合，加上秦源鸿和驻
村干部的努力，刘永荣获得扶贫贷款5万
元。随后，其猪棚建设用地的问题也在
最快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在农业农村委
和裴兴镇等相关相关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刘永荣的生猪养殖正式经营起来。

两年来，秦源鸿在全力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不忘刘永荣一家的生产生活
情况，多次入户帮扶，用好政策帮助其

快速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和收入水平。
从单一养殖和种植到现在综合化的种
养殖，刘永荣一家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收入水平大幅提升。2019
年，刘永荣家的生猪养殖出栏3批，每
批30多头，实现销售收入7.2万元。获
得了裴兴镇“劳动致富带头人”称号，政
策奖励资金1万元。通过做好心理建
设鼓励其妻子到村里集体的劳动车间
工作，实现了年约4000元的增收。

★垫江·秦源鸿★ 结对帮扶用真情 精准扶贫解困境

★垫江·陈立波★ 扶贫扶智并重 用心用情解困

工行垫江支行对口扶贫的乡镇为
垫江县裴兴镇，地处大山深处，涉及华
龙村和高石村两个贫困村落，目前帮
扶9名建卡贫因户。

在接到组织安排的帮扶工作任务
后，支行员工陈立波动身前往高石村，
开展扶贫工作。“刚接到扶贫工作时，
其实我内心是胆怯的。但为了帮助更
多的人脱贫致富，更为了打赢这场脱
贫攻坚战，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让贫

困农民走上脱贫的致富路。”
高石村4社的杨仕美是陈立波的

帮扶对象之一，全家为治愈小儿子的
病负债累累，生活极度贫困。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陈立波先后多次
走访了村上、镇上、县医保局及扶贫办，了
解目前的医疗保障政策。同时，他及时向
支行汇报情况，联合县医保、扶贫办、裴兴
镇等单位共同研究政策，形成了贫困家庭
大病医疗救助申请方案，报县扶贫办审批

同意后实施，后续治疗均能享受到一定的
大病医疗救助金。有了好政策，解决了后
顾之忧，杨仕美生活看到了希望。

扶贫更要扶智。在陈立波的大力
鼓励下,杨仕美开始坚持自己种起玉
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又承包了15亩
的鱼塘进行多品种的经济鱼喂养，同
时还喂养鸡200只、猪15头。“每当看
到杨仕美家门口堆满了柴火,我心里
都倍感欣慰！”陈立波说。

现任丰都支行营业室主任的姚明
明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个
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来到栗子乡
双石磙村开展扶贫工作以来，他多次
深入到农户，家里，山上，田里，与老乡
拉家常，做农活帮把手，得到扶贫对象
的一致好评。

工作期间，姚明明努力学习相关
政策，及时向贫困户传达政策。配合
驻村工作队和乡干部，深入开展调研，

上门为贫困户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脱
贫措施，制定脱贫计划。为开展好产
业扶贫工作，丰都支行为栗子乡双石
磙村引进的美人蕉项目，种植美人蕉
1500余亩，姚明明经常将网络上查询
的种植知识向贫困户传达、交流，以帮
助美人蕉更好生长结果。

从和贫困户的交流中，姚明明
有时会发现有些贫困户对生活失去
了信心。他主动对该贫困户进行心

理疏导，每次走访都注意方式方法，
帮助贫困户对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

使命在肩，征程在望。面对老乡
及同事的夸奖，姚明明却十分谦虚：

“做好扶贫工作离不开党制定的好政
策，也离不开全体扶贫人的努力。脱
贫攻坚的任务仍然艰巨，要想早日实
现脱贫，还要继续开拓进取，真抓实
干，为早日脱贫做贡献！

★丰都·姚明明★ 于细微之处 暖百姓之心

★丰都·张毅★ 大山里绽放最平凡的感动

2018年5月，张毅接受丰都支行
党组织的安排，接棒工行九龙坡支行
在丰都支行挂职锻炼干部施行助的4
户贫困户，对口帮扶重庆市丰都县栗
子乡双石磙村1组，成为一名兼职扶
贫干部。由于栗子乡离丰都城区较
远，山路崎岖，张毅未入户了解情况，
只能通过电话日常沟通了解贫困户的
基本情况。

双石磙村1组彭自明家因病致

贫，属低保贫困户，家里有4口人，政
府给予了一定住房补助，挨着以前的
土房修建了新房，但是内外墙没有粉
刷。了解到基本情况后，张毅积极地
向他们宣传党和政府有关扶贫的政策
和规定，并帮助彭自明的医药费报销
了90%，还帮助享受了养老保险，并向
其女婿体供了就业信息，建议其就近
务工，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张毅帮扶的贫困户都亲切地叫她

一声“张妹”，把她当亲人一样看待。
每次入户走访，他们都热情地招呼她
用餐，喜欢跟她谈论心事，总有说不完
的话。

“来到双石磙村走访就像回到自
己的家乡一样，看到留守家里的老人
和小孩，就像看到了自己曾经与爷爷
奶奶留守在家里那样，那么熟悉、那么
温暖。”所以，张毅会感同身受地为他
们着想，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办事。

他用真心帮助村里最需要帮扶的
人，用爱心扶智，助贫困孩子成长，用
热心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他就是工
行奉节支行驻康坪乡大架村扶贫工作
队队员肖恩，一位在扶贫一线一干就
是5年的工行老兵。

来到大架村后肖恩发现，严重制
约大架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
缺水。2018年 10月，他向支行申请
定向捐助款 4 万元，决定新修一个

600立方米水塘，建成后将使覆盖范
围的脐橙增产20%，户均增收2000
元以上。他带领村干部和村民四处
勘查选址，不分昼夜施工，很快将水
塘建成。

用水问题解决了，大架晚熟脐橙
种植专业合作社紧跟着成立起来，村
民富裕的梦想也变得越来越实在！

为解决大架村高海拔社组产业空
心问题，肖恩驱车带领村干部、村民代

表，跑开洲、下巫山，反复比选品种。
通过支行捐助资金5万元购买“巫山
曲池脆李”苗6000株，在海拔900米
的大架山上建起了“中国工商银行扶
贫产业示范园”，核心果园区达200
亩。帮助成立了“奉节县康坪乡大驾
山脆李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30多
户群众，其中贫困户6户增收致富。
待脆李园成熟，年产值可达20多万
元，户均将增加收入2万元。

★奉节·肖恩★ 情系大架山 扶贫在一线

★忠县·黎强★ 搭起连心桥 共筑扶贫路

2019 年 7 月，工行忠县支行行
长黎强领受驻村扶贫任务，前往忠
县善广乡深度贫困村三星村驻村开
展扶贫工作。三星村地处山区，自
然地理及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产业
单一，缺乏产业引路人，群众参与积
极性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弱。群众
缺乏致富思路与手段，可谓是贫中
之贫，困中之困，真真就是一块真真
切切的硬骨头。

黎强汇同三星村驻村工作队动了
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经多次谋
划，终于在2019年11月成功引进企
业到善广乡落户。以企业+农户模式
进行运作，计划发展1万亩，已种植楠
竹5000余亩（其中他所在的三星村种
植约2000亩），并拟定在善广乡建立
初级加工厂，解决贫困户，农户务工增
收，企业赢利的双赢模式，且为该行储
备一优质客户。黎强积极联系市、县

级林业局，调规，持续引进企业争取将
三星村茶山盘活，解决村集体经济发
展难题。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黎强正是这样一个普普通
通的践行者。下一步，黎强将一如既
往，全力以赴，带领贫困群众闯新路谋
发展，破除旧观念，致富奔小康，用村
创建、户脱贫的实际成效，为脱贫攻坚
做出新贡献。

2018年，刚刚结束黔江区邻鄂镇
邻鄂村驻村扶贫工作的黄强，按照地
方政府和工行黔江分行的安排，重新
打点行装，进驻阿蓬江龙田社区。这
位年近60的工行老兵，用自己的扶贫
工作经验，为龙田社区带来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望着滚滚阿蓬江水而没有喝水的
地方，黄强究其因——山高水低落差
大。近年来为解决当地饮水难问题，

各级各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现有
的20多口饮水池，一半以上因无稳定
的水源无水可供，怎么办？黄强的答
案是：发动群众找水源。3个月里，每
到一处，他总是以一种责任和情怀盯
着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龙田社区
2、3组交界处，找到了稳定的水源，于
是，黄强积极发挥沟通桥梁作用，黔江
分行多方筹资10万元，建起了100立
方的水池，解决了就近400多人的饮

水难问题。
2019年，黄强又收拾行囊，投身

到邻鄂镇帮扶沙子场社区，继续开展
新的扶贫事业。从邻鄂村到龙田社
区，又到沙子场社区，一路走来，黄强
和扶贫工作组以责任企业的责任感和
一心为民的情怀，谱写了一曲曲扶贫
之歌。黄强和同事们的扶贫工作得到
了村民们的认同与称赞，也得到了当
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肯定。

★黔江·黄强★ 一位工行老兵的扶贫情怀

★彭水·何兵★ 带头冲锋 做群众疫情防控的“定盘星”

“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农
村的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我作为天
井村的扶贫干部，应当和群众们在一
起，冲锋一线，带领大家一同打好这
场防疫阻击战，守护好大家的生命安
全、身体健康。”工行彭水支行驻村扶
贫干部何兵如是说。春节期间，正在
家中休假的他，得知彭水县天井村的
党员群众正在紧张地组织疫情防
控。在第一时间与村干部联系后，他

决定提前返岗，参与到天井村疫情防
控工作中去。

从扶贫到防疫，何兵用初心践行
使命，发挥村小组干部监督作用，引
导群众“不聚会、不串门、戴口罩、勤
洗手”，把防疫宣传工作做实做细，
与群众共进退，坚决打赢这场防疫
保卫战。

然而，今年5月，何兵被诊断出肺
癌中期，需住院等待下一步治疗方

案。可是他心系村里的工作：又到了
一年贫困户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了，
这是扶贫工作“三保障”内容的一部
分，也是扶贫工作重要内容。在通过
电话了解到还有几家帮扶的贫困户
还没有缴纳后，何兵随即办理了出
院，回到了驻村扶贫队中。同事们都
很担心他的身体，但他却总是笑道：

“我这个病要好好治，我还要做多几
年扶贫工作。”

余冬晖 谭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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