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汜水镇采访时，一名
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一
再对记者说：“你们一定得报
道一下，党员韩培峰真是好
样的！”说话的男子叫曹泳
春，老家在山西运城，现在中
国农科院工作。7月 19日
晚，他应邀来到汜水镇，准备
第二天为汜水镇部分农民讲
解河阴石榴种植技术。当晚，
他住在一农家院的二楼。第
二天，雨下得特别大，韩培峰
和汜水镇机关一名干部赶来，
搀扶着曹泳春转移到附近地
势较高的宾馆。到了宾馆，韩
培峰接到一个电话，10岁的
女儿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
我害怕。”韩培峰安慰着女儿：
“别怕，你在高的地方呢，有爷
爷、奶奶陪着你呢。爸爸还有
其他人需要救呢。”曹泳春听
了父女俩的对话，特别感动。
在宾馆里，已经安全的曹泳春

通过窗户，看到韩培峰在继续
营救他人。

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
汜水镇区水最深处约 4米。
韩培峰一不小心，在洪流中
被木门板撞着左腿。他没有
在意，继续营救他人。21日5
时左右，韩培峰稍稍休息了
一下，才感觉到左腿痛，发现
左腿外侧有一条约 10 厘米
长、特别明显的淤血。韩培
峰让儿子开车把他送到荥阳
医院。住了一天一夜的院，
韩培峰又返回到汜水镇。

7月 24 日下午，记者找
到韩培峰时，他正拄着拐杖
向群众了解受灾情况、介绍
防疫知识。群众对他说：“你
怎么不在医院多住几天？怎
么回来了？”韩培峰说：“放心
不下，过来看看。”

一句“看看”虽然很轻，却
满含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腿部受伤住院 第二天又返回防汛一线
“放心不下，过来看看”

心系百姓 他们把党旗牢牢插在抗洪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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汜水镇寥峪村有一支
“红马甲”队伍，常年活跃的
党员志愿者有 30多人。暴
雨这几天，党员志愿者们 24
小时待命。7月 20日，雨越
下越急，九龙口景区出现
险情。寥峪村党支部书记
潘长山接到赵红星指令后，
带领党员志愿者冒雨前去

救助。村党支部委员张俊
峰开来了自家的铲车，路过
汜水桥时，见一位老太太紧
紧抱着桥柱子，他赶紧把铲
车开过去。在他和另一位
党员志愿者的帮助下，老太
太坐进了铲车的铲斗里，张
俊峰开着铲车把她转移到
安全地带。

当他准备调头继续救人
时，铲车却不工作了。检查
发现，两块电路板遇水烧坏
了，两个轮胎也被扎破了，维
修更换需要花费一两万元。
张俊峰说：“只要能救人，啥
都不要紧。”

汜水中心卫生院地势较
低，水漫进了二楼，那些行动

不便的危重病人安全受到威
胁。潘长山和党支部委员贾
春林、张俊峰、程良远等人驾
驶着冲锋舟前去救援。由于
冲锋舟最多只能载 6 名病
人，来回6趟，救出了21名病
人。寥峪村党员志愿服务队
还参加了汜水镇东河南村等
的救援。

汜水镇十里堡村78岁的
程景花拉着郑州市审计局驻
该村第一书记梁建杰的手不
放，“多亏了梁书记，要不是
他，我可能就死在这里了”。
十里堡村地处山区，程景花的
家建在一处废弃的窑洞上。7
月20日上午，雨下得紧，程景

花儿女都在外地回不来。“我
活这么大岁数，哪见过这么大
的雨？万一废窑塌了，还不就
得把我们老两口砸在下面。”

程景花和 81岁的老伴
高水连正在发愁时，排查险
情的梁建杰和十里堡村党支
部书记翟新建赶到了，给两

位老人穿上雨衣，或背或扶
地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7月 24日下午，高水连和程
景花再次回到他们家旁，看
到废弃的窑洞已坍塌，形成
一个三四米深的坑。高水连
说：“这多危险！说他们是
‘守护神’，没错吧？”

梁建杰老家在郑州东四
环，也是水灾较重的区域，父
母的电话打不通，翟新建一
再劝梁建杰回家看看父母，
可直到十里堡村的群众基本
都安全了，梁建杰才匆匆返
回郑州东四环的家，看到父
母都安全，他又回到十里堡。

受困群众正在发愁 党员志愿者赶到
“说他们是‘守护神’，没错吧？”

荥阳市汜水镇党员志愿者
坚守一线防汛救灾积水基本已
经退去，沿街商铺墙上留下了仍
清晰可辨的洪水的印记。7月
24日下午，记者来到汜水镇区
主街，身穿红色马甲的党员志愿
者正与群众一起清理道路和居
民家中的淤泥，来自荥阳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
消毒。

这次暴雨中，汜水镇是荥阳
重灾区之一，汜水镇抗洪救灾临
时指挥部设在帐篷里。临时指
挥部刚成立，作为党员志愿者，
汜水镇党委书记赵红星就把党旗
插上了，他带领汜水镇机关党员
干部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
提出要求：“我们要把党旗牢牢插
在抗洪一线，让百姓更有希望。”
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君健 杨莹
姚辉常 通讯员 闫立衡/文
白韬/图

暴雨中，汜水镇党员志愿者背着受困老人

开自家铲车救人 电路板烧坏轮胎扎破
“只要能救人，啥都不要紧”

面对特殊环境挑战，为实现“金
融+科技”深度融合，郑州分行创新
数字化经营模式，持续提升小微企
业融资服务获得感。7月 20日以
来，该行充分发挥小微企业线上融
资平台优势，为受灾小微企业开辟
绿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客户，确保
两小时内资金到账。目前，该行依
托大数据平台创设小微企业线上融
资产品，已上线“快易贷”“e票贷”
“合同贷”3款产品。该行充分发挥
“兴业管家”帮小微企业“管钱、管
事”优势，不仅帮助小微企业提高业
务线上办理效率，还为企业减免转
账手续费。

民生无小事。在做好企业客户
服务的同时，针对还款日在 2021年
7月下旬的个人贷款客户，该行将
还款期限全部延长至 7月末，针对
受灾较重的个贷及信用卡客户，按
照“一户一策”帮助客户减轻还款
压力。

众志成城筑防线、同舟共济战
灾情。未来，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将
继续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以优
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灾后重建和
疫情防控。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积极履行“四个应尽”助力小微渡过难关

在这个特殊的8月，面对河南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两场大考，兴业银行郑州分行根据小微企业的实际情
况及贷款需求，积极履行“四个应尽”，利用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打好优惠政策“组合拳”，助力小微企业缓解资
金周转压力。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宽 实习生 张河强 通讯员 杜红涛

“应延尽延”，保障
小微企业资金周转

受灾情影响，部分受灾企
业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该行
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受灾区域企
业，根据企业受灾情况设定延
期还款安排，适当分散延期还
款到期日，确保受灾企业不因
疫情或灾情下调贷款风险分
类、影响企业征信记录。

通过贷款展期、续贷、调整
计息周期等方式，该行给予受
疫情或灾情影响的小微企业临
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贷款
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此外，该
行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配套
“连连贷”产品，以无还本续贷
方式给予转贷，延长客户资金
使用期限，减轻小微企业资金
周转压力。

“应降尽降”，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为了助力企业尽早恢

复正常经营，该行多措并举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一方面配置专项贷款规模
和风险资产规模用于普惠
型小微贷款发放，降低普惠

型小微企业的资本成本，给
予FTP转移定价补贴；另一
方面，该行减免了小微企业
客户法人账户透支承担费、
承兑承诺费、日常财务顾问
服务费等 10项费用，切实

降低企业贷款成本，让利于
民。与此同时，该行还主动
承担小微企业信贷融资过
程中产生的相关包含涉及
融资押品评估业务的评估
费用及抵押物登记费等。

“应优尽优”
提升金融服务获得感

“应贷尽贷”，疏通小微企业复工血脉
充分优化风险评估机

制，该行通过审查企业第
一还款来源等综合性指
标，使更多普惠小微企业
获得免抵押担保的纯信
用贷款支持。依托线上
融资平台，该行积极创设
和推广新型信用贷款产
品，加大普惠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投放，充分发挥小

微企业线上融资业务便
捷高效的优势，运用“快
易贷”等新型产品不断加
大信用类贷款投放力度，
扩大服务覆盖面，全力保
障普惠小微企业复工资
金充裕。

据了解，舞钢某物资贸
易公司受暴雨影响，面临资
金链断裂的窘境，向兴业银

行郑州分行求助。相关负
责人了解到具体情况后，立
即通过线上融资产品——快
易贷，帮助客户完成贷款申
请。截至目前，客户共计提
款 108万元，充分保证了客
户经营资金正常周转。自7
月 20日以来，该行已为各
类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2.18亿元。

防汛战“疫”不畏难 勇担使命体现“郑银”担当

郑州银行多措并举助力河南灾后重建
今年7月，暴雨涝灾尚未结束之

际，郑州突发“德尔塔”新冠疫情，再一
次打断了河南人民的正常生活。面对
汛情、疫情的双重考验，作为本土金融
机构，郑州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立足河南、服务大局，全力支持疫
情防控和防汛抢险工作，不遗余力为实
体经济和企业赋能纾困，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本土银行的责任担当。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宽 通讯员 沈晓旭

特事特办，助力资金贷款快批快放
8月 19日，郑州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胡荃一行到郑州银行调研
防汛、抗疫及灾后重建工作开展
情况。胡荃在调研中指出，在此
次防汛、抗疫中，郑州银行全行
5000多名员工零伤亡、零感染，
成绩本身就很不容易，看好了自
己的门、管好了自己的人；已经推
出的与企业共渡难关、重建家园
的相关金融支持政策也非常及
时、到位，是雪中送炭，充分体现
了金融担当。

在汛情影响、疫情蔓延的当
下，实体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助
力各行各业尽快复苏重建，是郑

州银行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义不
容辞的责任。为最大限度保障金
融服务效率，加速助力灾后重建，
郑州银行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的原则，灵活配置审批权限，为
企业设计融资方案，确保第一时
间支持防汛抗疫工作，用实际行
动再次刷新了“郑银速度”。

河南省华之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新冠核酸检测
的科技型公司，随着核酸检测业务
量的激增，企业出现了急需补充大
量人员、方舱实验室、检测试剂等人
力、物资及资金流紧张的局面。

得知企业面临的困境后，郑

州银行七里河支行第一时间主动
上门对接，在周密部署和科学分
工的基础上，为企业设计融资方
案，经过三天两夜的连续奋战，最
终为该企业提供了 500万元“家
园贷”信用支持，该企业负责人对
郑州银行“雪中送炭”的帮助表示
由衷感谢。

据悉，“家园贷”是郑州银行
为帮助受灾群众和企业尽快恢复
灾后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复工复
产推出的专属信贷产品，年化利
率最低 3.85%，最高可贷 1000万
元。目前，该产品已受理 90笔，
涉及金额1.7亿元。

勇于担当，彰显服务地方赤诚之心

回归金融本源，积极提
供金融服务。抗疫时期，郑
州银行确保金融服务始终在
线，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农户持续健康发
展。除了“家园贷”，为助力
河南省灾后重建，郑州银行
还推出“防汛救灾应急贷
款”，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简
化授信流程，给予较大利率
优惠，首批计划额度 10 亿
元。截至目前，郑州银行已
向相关受灾企业投放专项应
急贷款2.1亿元。

同时，郑州银行持续加
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对因
汛情影响暂不能营业但有发
展前景的企业，采取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鼓励支持企
业通过提高信用贷款比重等
多种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对
因汛情影响无法及时还本付
息的农户、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推出适当下调贷款利
率、减免服务收费、调整还本
付息方式、给予征信保护等
“一揽子”帮扶措施；对于
2021年7月20日至8月31日
期间存在应还本金或应还利

息的贷款业务推出还款日延
期、增加宽限期等相关政策，
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资金
困难情况；深入开展“点对
点”帮扶，客户经理主动走访
联系服务的企业客户，积极
研判针对性金融方案，与企
业共渡难关。

涝疫无情人有情。郑州
银行全行上下在完成各项应
急金融保障任务外，还积极
号召各支行员工捐款捐物、
参与志愿者服务，全力以赴
支援抢险一线力量和受困市
民。截至目前，郑州银行全
行干部员工已累计捐款捐物
价值158万元。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无
不凝结着郑银人服务地方的
赤诚之心。郑州银行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郑州银
行将继续以高度的政治站
位、强烈的责任担当，竭尽
全力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
保障服务，不断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服务实体经济、
践行社会责任，为河南灾
后重建和社会民生经济发
展贡献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