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县政协到太和县双浮镇调研“党建+”模式 引领乡
村全面振兴工作

阜阳市副市长邓剑军在双浮镇党委书记董辉， 党委副书
记、镇长钱纯建的陪同下到太和县双浮镇刘老桥村开展“阜阳
夜话”活动。

阜阳市委副书记刘玉杰到双浮镇调研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农行阜阳分行：

持续聚焦六稳六保任务 全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和洪涝灾害影响， 阜阳市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和地方金融主力军，主动担当，率
先作为， 立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定位， 扎实做好 “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为
抗洪救灾提供专项贷款支持，全
力做好金融服务， 全方位加强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精准度。

一、主动担当，在政策倾斜上
加力。

为有效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各项任务， 全面助力 “六稳六
保”，阜阳农行制定了《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暖心行动”计划专项方
案》， 在 2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
在全辖范围内开展“进园区、访企
业、送温暖”专项活动。 主动联系
对接阜阳市经信局、商务局、发改
委、重点项目办等单位，积极走访
市县各医院， 介绍农行金融支持
抗击疫情工作相关政策措施，第
一时间获取医疗保障企业名单，
主动对接企业需求， 积极提供金
融支持。 将信贷支持医疗物资生
产企业作为金融抗疫工作的重中
之重， 对纳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名单、 安徽省应急医药
产品重点生产企业名录、 安徽省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及阜
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名单内的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
第一时间分解下发至支行， 明确
管理责任人、主办责任人、责任客
户经理，逐户联系、逐户对接、逐
户服务， 对全行 14900 户对公客
户进行了再次梳理，开展电话、微
信、短信等方式拜访。

阜阳农行着力做好企业资金
接续， 在为企业纾难解困上狠下
功夫，严格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关
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大对辖内法人到期贷款的摸
排对接力度，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及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暂时受困的
企业客户，通过设置展期、宽限期
等方式延长企业还本付息时间，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渡过难关。
2020 年，阜阳农行对 3 户小微企
业设置宽限期 ， 涉及贷款金额
1400 万元；对 165 户小微企业设
置展期， 涉及贷款金额 12487 万
元。 采用无还本续贷方式支持企
业资金接续， 全年投放无还本续
贷贷款 58 户，投放贷款金额 2.18
亿元。

二、积极作为，在提升服务上
加力。

一是建立绿色通道， 提高运
作效率。 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审查审批
绿色通道， 对涉及疫情防控的信
贷业务，优先办理、即来即审，切
实提高审批运作效率，仅用 30 个
小时即完成安徽锦海医药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000 万元信用贷款
的受理、审批及发放，并执行 LPR
减 100BP 的优惠利率， 全力支持
了企业抗疫物资生产工作。同时，
对涉及疫情防控需求的个人融资
业务，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个人
生产经营贷款调查审贷流程，加
快线下贷款收回再贷调查工作，
暂时取消上门调查环节，申请、合
同、借据等需要签字的，采取与客
户预约到防疫卡点签字方式面签

并拍照。
二是创新服务模式， 强化线

上融资。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运
用小微线上融资产品解决客户资
金需求，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通过
积极推广 “抵押 e 贷 ”、“纳税 e
贷”、“资产 e 贷” 等线上融资产
品，积极引导客户线上应用申贷、
用款、还款等金融服务。 2020 年，
阜阳农行运用线上特色产品信贷
支持小微企业 976 户， 投放贷款
金额 8.13 亿元 ，85%以上小微客
户实现线上放款。

三、精准施策，在重点领域上
加力。

一是全心支持医疗企业共同
抗击疫情。 持续开展医疗保障企
业走访对接，2020 年全行累计投
放医疗、医药器械、防疫物资生产
企业贷款 37 户， 投放贷款金额
5.41 亿元， 包括对全国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安徽锦海医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嘉海服饰有
限公司及安徽金牛药械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省应急医药产品重点
生产企业上海华源安徽锦辉制药
有限公司， 重点医药企业安徽华
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界首
市人民医院、太和县中医院、太和
县人民医院、 阜南县中医院等各
类重点医疗单位提供有力信贷支
持，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全意支持物资企业保障

生活供应。 积极支持阜阳市当地
生活物资保障企业抗击疫情及复
工复产， 投放生活物资生产流通
企业贷款 96 户， 投放贷款金额
3.87 亿元； 全力支持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
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全年
累计信贷支持相关行业企业 457
户，投放贷款金额 12.62 亿元。 高
度重视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围
绕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
全链条， 将从事农产品仓储物流
的涉农企业等纳入重点支持范
围，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 2827
万元 ， 受益农户和企业数为 16
户，已累计向 3215 户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发放发放春耕支农贷款
3.15 亿元。 围绕生猪产业发展重
点客户和关键环节， 加大生猪全
产业链支持力度。 全年累计向 86
家生猪全产业链客户提供信贷资
金支持 11301 万元。

三是全情支持小微企业助力
复工复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因企业停工停产、市场需求
下降等因素影响， 小微企业客户
受到了较大冲击。 农行采取加大
信贷投放、 降低贷款利率等多种
方式， 全力帮助小微企业解难纾
困、度过难关。 2020 年以来，阜阳
农 行 累 计 投 放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1116 户 ， 投放贷款金额 23.4 亿
元； 全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执行利率较年初下降

0.41 个百分点。 自 8 月 1 日在前
期下调利率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
大对农村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
主生产经营贷款优惠力度， 切实
落实减费让利优惠政策。

四是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助力
抗洪救灾。 加大对阜阳市当地重
点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2020 年
以来， 农行累计投放重点项目贷
款 13 户， 投放贷款金额 13.8 亿
元。 全力支持五县抗洪抢险，阜阳
分行累计为辖内阜南县、颍上县、
界首市、 太和县审批抗洪救灾专
项贷款 8 亿元， 为各县受灾人口
的转移安置，救灾物资的采购，因
灾损毁交通、水利、供电、农田及
其他基础设施的应急修复等提供
了资金支持。

五是全面做好金融扶贫助力
脱贫攻坚。 全面贯彻政府工作要
求，围绕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消
费扶贫， 持续加大贫困地区信贷
投放， 优先满足 4 个国家扶贫重
点县贷款投放需求， 严格落实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20 条倾斜
政策， 全面助力国家如期实现脱
贫攻坚任务。 截至目前，8 个扶贫
重点县贷款余额 380 亿元， 较年
初增加 64 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175%。 2020 年，直接购买扶贫农
特产品 56 万元，完成年度任务计
划的 373%；线下帮助销售扶贫农
特产品 1114 万元，完成年度任务
计划的 398%； 线上依托扶贫商
城，入驻商户 22 家，采购扶贫农
特产品 500 万元， 完成年度任务
计划的 357%。

“六稳六保”重要部署既体现
了疫情防控之下稳健发展的底线
思维，也凸显了长期坚持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导向。 下一步，农行
阜阳分行将继续围绕 “六稳”工
作和“六保”任务，全力支持经济
发展 ，全力提升服务质效 ，为实
力阜阳、大美阜阳建设贡献更大
的力量。

打造生态农业文旅小镇 展千年古镇底蕴特色魅力
———记创新发展的太和县双浮镇

太和县双浮镇地处太和腹地，
距离县城 15 公里 ， 东与郭庙乡接
壤，西与高庙镇为邻，南连旧县镇，北
接五星镇和马集乡，105 国道贯穿南
北，谷河、界洪河、太亳河相切而过，
距南（京）洛（阳）高速公路三角元站
约 4 公里，境内公路纵横交错，交通
便捷，区位优势明显。全镇下辖 10 个
村委会，126 个自然村， 人口 4.9 万，
耕地 4.9 万亩， 占地面积约 55 平方
公里。 双浮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
存有姑嫂塔、海眼寺、王莽追刘秀遗
址等历史文化遗迹，镇党委、政府正
在积极挖掘、打造集生态、文化、旅游
休闲为一体的特色乡镇，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的“精致小镇”，美化提升城镇
品位，展现千年古镇、锦绣双浮的别
致风情。 镇南依托有机良庄集团、四
季花海公园，打造具有生态旅游观光
功能的农业休闲景观带；镇中深挖姑
嫂塔、海眼寺、王莽追刘秀遗迹、抗日

阻击战遗址等历史文化价值，建设集
历史考古、革命教育为一体的双浮文
旅公园；镇北依靠阜阳商厦，打造集
商业购物、娱乐、休闲、餐饮为一体的
集镇商业综合体。

该镇有一姑嫂塔， 位于双浮集
北头， 街西唐河东岸， 塔高三十余
丈， 全是五寸见方一寸厚的方砖垒
成，塔体上尖中粗，下细，根部西边，
有一大洞，洞内有一尊大铁神，面西

而坐，两边各有一站立神童，塔体中
间，离地面有十丈多高处，西面有一
洞，南面也有一洞，洞门都能容一成
人站成大字型，洞里可放一张方桌，
但是，没有攀登的路不能进去。姑嫂

塔始建于盛唐， 造型古朴， 气势恢
宏，有“双塔晴烟”之美誉，位列“太
和之八景”。 姑嫂塔由于历史原因，
“大跃进”时期被毁，历史文物遭劫，
人们无不痛心疾首。改革开放后，富
裕起来的双浮人民对姑嫂塔的重
建，呼声很大，反映强烈。 1996 年获
省文化局批准，经多方运筹，在各方
名流贤达慷慨捐助下， 总投资三十
五万元，历时四载 ，于 2001 年农历
四月六日落成。新建之塔，楼阁式建
筑，九层，高 29.6 米，钢筋混凝土结
构，外面用灰色瓷砖装修，显得古朴
庄重。 该塔呈六边形，飞檐挑角，琉
璃瓦面，巍巍坚固。

太和县双浮镇将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用
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围绕“保六争
三”目标定位，全面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强党
建各项工作，全力创建文明镇，巩固
提升生态镇，积极打造卫生镇，着力
打响“绿色双浮 旅游双浮”品牌，争
创省市明星镇，力保县级先进镇，开
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浮各
项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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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阜阳阳市市元元丰丰实实业业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李李怀怀良良 总总经经理理：：王王光光临临
阜阜南南农农村村商商业业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王王金金强强
颍颍东东区区杨杨楼楼孜孜镇镇

党党委委书书记记：：张张 虎虎 镇镇长长：：寿寿 军军

界界首首市市师师范范附附属属小小学学 校校长长：：李李德德军军
临临泉泉县县农农业业农农村村局局 局局长长：：田田秋秋实实
阜阜南南县县城城关关第第二二小小学学 校校长长：：李李朝朝勇勇
阜阜阳阳香香港港财财富富广广场场 总总经经理理：：闻闻 杰杰
安安徽徽恒恒天天电电子子科科技技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吴吴 勇勇
颍颍上上县县六六十十铺铺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校校长长：：王王怀怀峰峰
颍颍东东区区枣枣庄庄镇镇

党党委委书书记记：：刘刘光光辉辉 镇镇长长：：杜杜云云南南
阜阜阳阳市市颍颍州州区区水水利利建建筑筑安安装装有有限限责责任任公公
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魏魏建建伟伟
阜阜南南县县第第二二中中学学 校校长长：：戎戎培培义义
临临泉泉县县福福贵贵汽汽贸贸 总总经经理理：：姚姚 伟伟
界界首首市市回回民民小小学学 校校长长：：赵赵 辉辉
太太和和县县蔡蔡庙庙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校校长长：：张张 庆庆
颍颍上上县县五五十十铺铺乡乡

党党委委书书记记：：张张 超超 乡乡长长：：罗罗 峰峰
颍颍泉泉区区水水利利局局 局局长长：：常常 勇勇

颍颍东东区区向向阳阳街街道道办办事事处处
党党工工委委书书记记：：刘刘 涛涛 主主任任：：徐徐晓晓东东

阜阜南南县县王王家家坝坝镇镇
党党委委书书记记：：张张 涛涛 镇镇长长：：余余海海阔阔

太太和和县县大大新新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校校长长：：刘刘之之叶叶
颍颍泉泉区区伍伍明明镇镇

党党委委书书记记：：韩韩贵贵武武 镇镇长长：：周周皖皖青青
阜阜阳阳市市第第二二实实验验小小学学 校校长长：：蒋蒋国国杰杰
阜阜南南县县许许堂堂乡乡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校校长长：：刘刘远远翔翔
临临泉泉县县姜姜寨寨卫卫生生院院 院院长长：：常常贯贯辉辉
太太和和县县双双浮浮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校校长长：：张张建建英英
太太和和县县李李兴兴镇镇

党党委委书书记记：：李李培培付付 镇镇长长：：李李 震震
颍颍东东区区杨杨楼楼孜孜镇镇卫卫生生院院 院院长长：：杨杨成成仕仕
阜阜阳阳插插花花中中学学 校校长长：：周周 健健
阜阜南南县县朱朱寨寨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校校长长：：邢邢永永森森
阜阜南南县县王王家家坝坝镇镇卫卫生生院院 院院长长：：张张玉玉豹豹
临临泉泉县县瓦瓦店店镇镇杨杨新新中中学学 校校长长：：杨杨子子华华

热热烈烈祝祝贺贺阜阜阳阳市市““人人大大、、政政协协””两两会会胜胜利利召召开开！！
祝祝人人大大代代表表、、政政协协委委员员工工作作顺顺利利、、身身体体健健康康、、新新年年快快乐乐！！

（（单单位位排排名名不不分分先先后后））

镇党委组织召开 2020 年党建工作年终总结专题汇报会
议，镇党委书记董辉主持

房屋交易便民服务点在阜阳农行上线运营

活力青春 深耕乡村

王成平行长陪同农银投资公司考察团和市政府领导赴重点企业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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