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第一版）按照“县级领导+责任部
门”模式，由县级领导及责任部门分别
挂包30户重点企业，深入企业开展“一
企一策”帮扶。吴正彬的企业有幸纳入

“挂包帮扶”对象。
此后的4年时间里，相关县级领导

成为吴正彬的产品“推销员”，先后前往
西南建材集团川渝公司、广元海螺水泥
以及周边地区的水泥厂上门推介产品
20 余次，终于争取到了利森水泥厂的
订单，企业由此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的，还有玉竹麻业。一度
名声在外的玉竹麻业由于产品定位和
质量提升问题，经营出现困难。公司负
责人张小祝多年潜心麻纺技术研究，产
品转型攻关卓有成效，却面临资金短缺
问题。“双百工程”雪中送炭，协助其申

请到2000万元上级专项资金，同时还
新开拓了一个稳定的供应市场。

至信 变企业为“亲人”

2013 年 7 月 25 日正式签订协议；
2013年8月1日到现场踩点；2013年9月
10日，拆迁完毕；2013年9月20日，进场施工。

这几个时间点，一直深深地印在大
竹县鼎泰陶瓷厂负责人雷显毅的脑海
里。“工厂踩点的时候，现在的厂区地块
还有几个大院子，有50户人。”见这个情
况，雷显毅很是担心拆迁问题。一旦拆
迁久拖不决，工厂建设就会遥遥无期。
当地政府的雷厉风行很快打消了企业顾
虑，效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工作中是政企关系，生活中早已

是‘亲人’。”雷显毅还笑称，他成功地
将企业帮扶干部变成了自己的“办公
室主任”。原来，工厂刚刚组建时，人
手、部门还不健全，帮扶干部此时几乎
成了厂里的办公室文员，帮其设计企业
文件、填报申报表格、撰写材料等。

对大竹“政企服务”打100分的还
有深圳卡立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四川
中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建
波。该公司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88天，
成为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首
家入驻企业。“我想象过尽量快点，但没
想到是这样快！”蔡建波说。

这样贴心的服务，甚至让分管工业
工作的大竹县委常委丁小伟在“朋友
圈”有了个新头衔——“盯着办”主任。
原来，丁小伟是361°（大竹）鞋服产业
园项目引进工作的具体执行人，不仅参
与了整个谈判过程，而且企业入驻后，
丁小伟也成为企业的常客，经常上门为

企业释疑解难，成为企业的贴心人。
在经开区管委会，有一张小会议

桌，那是专门为分管工业的县委常委丁小
伟和副县长陈阳准备的临时办公地点。
每周星期五，他们其中的一位都会如约到
这里“现场办公”，企业有需要政府协调的
事项，都可以到这里来与县领导面对面沟
通，立即形成解决方案。

不仅服务到家，大竹县对企业的帮
扶也舍得“真金白银”，专门出了红头文件，
围绕民营企业“集聚发展、创新发展、市场
拓展”三大重点领域，列出70个奖励项目，
单项最高奖励达300万元，2018年兑现落
实财政奖补资金 6989.75 万元，2016、
2017两年共计兑现2.03亿元，为企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截至目前，大竹县市场主体数量达
2.4 万户，注册资本 184.2 亿元，“个转
企”培育库915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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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造血”
带动农村产业振兴

达川区双庙镇素有“苎麻之乡”
“达州市桑蚕第一乡”之称，是达川区
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作为土生土长
的双庙人，达州市瑞福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肖荣于2014年返乡创业，
意图依托区域和产业优势，以桑葚种
植和开发为特色，打造现代农业产业
园，在壮大自身的同时，带动周边经济
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然而项目启动
初期，因缺少资金，企业运转困难。危
难之际，达州农商银行让他看到了希
望。短短 9 天时间，第一笔融资资金
100万就送到了肖荣的手上，因公司修
建菌厂和游客中心，达州农商银行又
为其贷款195万元，在强大的资金支持
下，该公司目前已成长为一家集农业
技术开发、种植、销售、加工、餐饮、娱
乐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
企业。目前，该公司土地流转达 1240
亩，涉及农户260余户，其中贫困户44
户，通过土地分红和雇佣劳工，有效带
动21户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

脱贫致富快，全靠产业带。随着
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持续推进，传统农村市场加速萎缩，

新型农业主体不断涌现，农业农村正
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四川农信（达
州）抢抓政策、市场机遇，坚持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引领，以金融精准扶贫为
路径，聚焦农村产业振兴，着力解决

“扶贫信贷资金缺乏承载主体”的问
题，通过流转土地、吸纳就业、入股分
红、产品回收等“公司+农户”模式，累
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32.23亿元、项目
扶贫贷款2.17亿元，带动1785户贫困
户增收致富。其中，使用央行扶贫再
贷款资金25.09亿元，创建13个“扶贫
再贷款示范基地”。增强扶贫造血功
能，有效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贫困
农户增收脱贫。

精准识别
确保农户脱贫增收

距离市区 53 公里的碑庙镇三关
村，曾是重点贫困村，涉及扶贫户1346
户建档立卡、授信评级，工作量大。作
为达州农商银行碑庙分理处唯一的一
名客户经理，孙晓槐发扬“白加黑”“5+

2”工作精神，主动对接当地政府，核对
扶贫花名册，了解致贫因素，实施授信
评级，主动联系困难户开展心理疏导，
并制定脱贫措施，精准发放扶贫贷
款。截至目前，孙晓槐所在的碑庙支
行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634 笔、金额
5597.12万元，建档立卡、评级、授信分
别实现了“三个100%”，有力地支持了
农户脱贫致富。

孙晓槐也因为在扶贫工作中的出
色表现，被省联社评为“四川农信2017
年度精准扶贫金融服务先进个人”。
而对于达州农商银行来说，像孙晓槐
一样默默扎根基层的农信人还有很
多。长期以来，四川农信（达州）聚焦
贫困农户贷款需求，着力解决贫困户

“资金需求难满足”问题，已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评级授信50.65亿元，累计向
7.87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
信用贷款33.19亿元，占全市银行业发
放总额的98%以上，100%满足了符合
条件贫困户的有效信贷需求，为达州
实现脱贫摘帽作出应有的贡献。

扎根基层
当好扶贫“引路人”

小易到通川区龙滩乡玉坪寨村担
任农信员快两年时间了，在他干净整
洁的农信员办公桌上，点钞机、保险
柜、EPOS机具等便民金融服务设施一
应俱全；办公桌上，醒目的“农信员工
作日志”已经写了厚厚一叠；在档案柜
里，贫困户建档评级档案、贷款归户
账、精准扶贫贷款台账、电子设备台
账、农户历欠贷款台账等资料摆放有
序。农民夜校内，驻村农信员作为金
融知识宣传师资力量进行上墙公示；
落地展板上，防电信诈骗小知识、扶贫
小额信贷办理流程以及各种贷款产品
一一罗列、一目了然……

玉坪寨村是被确定为农信员服务
对象村的1006个村当中的一个，该村
农信员小易是全市428名首批派出驻
村的农信员的一员。自2017年8月以
来，四川农信（达州）与达州市委组织
部、市扶贫移民局联动开展“一村一农
信员”活动，选派农信员开展驻村金融
服务和定点帮扶工作，被达州市政府
纳入“5+2”帮扶力量。活动启动以来，
农信员通过全覆盖走访调研，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强化信息宣传、当好参谋
助手、做好结对帮扶、推动普惠金融、
建设信用环境等措施，在驻村工作中
切实当好宣传员、领航员、指导员、研
究员和服务员的角色，在脱贫攻坚中
发挥输血作用、造血作用和换血作用，
用脚步迈进千家万户，用汗水交出金
融扶贫的完美答卷。

创新产品
解决“农字号”企业融资难

位于宣汉县的号楼村扩建60亩清
脆李基地，3 年投产后，每年可赚 40
万。然而，在之前，项目却因缺少资金
无法启动，就算贷款也因为缺少抵押
物而被拒之门外。

“过去，涉农企业流转的土地、苗
木、禽畜虽然投入大，但很难作为银行
的抵押物。现在我们开发了‘税农贷’
产品，涉农企业规范经营、诚信纳税、

带动扶贫，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信贷支
持。”达州农商银行信贷管理部负责人
曾祥平介绍道。

承包清脆李基地的企业很快凭借纳
税信用，拿到了贷款。扩建的基地动工
了，贫困户也获得了更多的打工机会。

2017 年 9 月，达州农商银行与达
州市税务部门共同推出的全国首款涉
农纳税信用贷款产品，通过建立纳税
信用嫁接机制，将企业的纳税信用转
化为真金白银，解决“农字号”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达州“税农贷”项目启动
仪式的新闻先后被中央电视台、四川

电视台、达州电视台等多家权威媒体
报道，充分表明了各级对达州农信系
统创新方式开发扶贫新产品、助力脱
贫攻坚做法的肯定。截至目前，四川
农信（达州）已累计为13家扶贫带动涉
农企业提供“税农贷”资金8677万元，
带动8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

达州是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发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金融扶贫是脱贫攻
坚的主要举措。接下来，四川农信（达
州）将继续发扬成绩、再添措施、再鼓
干劲，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王彪 胡瑞雪

为脱贫攻坚插上“金融翅膀”
——四川农信（达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达州建市20周年

奋斗新时代壮丽 年

伴随着“决战脱贫攻
坚 决胜全面小康”的冲
锋号角，脱贫攻坚已进入
攻城拔寨的关键节点。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四川农信（达州）
勇担使命、主动作为，认
真贯彻落实达州市委、市
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的各
项决策部署，发挥本土银
行资源优势，始终坚持把
金融精准扶贫作为政治
工程、民生工程、发展工
程全力统筹推进，用实际
行动打造“四川农信 四
川人民自己的银行”品牌
形象。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勇董事长朱勇（（左一左一））代表达州农商银代表达州农商银
行向定点扶贫村幺滩村捐款行向定点扶贫村幺滩村捐款

创新蜀信·税农贷支持涉农企业发展

达州农商银行达州农商银行““一村一农信员一村一农信员””活动推进会现场活动推进会现场

一座县城的别样魅力

本报讯 7月10日,为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达州市建市和达州市政协
成立20周年，结合7月份“党员活动
日”，市政协机关党委组织开展“党
在我心中”知识竞赛活动。市政协
副主席郝德恒、蒲春天出席活动。

本次知识竞赛活动，市政协机
关三个在职党支部组成参赛队，采
取现场必答题和抢答题两种形式进
行，竞赛内容涵盖了《党章》《党支部

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
及新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党章党
规。通过此次竞赛活动，让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既
重温了党的理论知识，又认识到党
风廉政教育的重要性，对全体党员
进行了一次生动直观的教育，让党
建知识深入人心。 （李小虎）

市政协机关开展“党在我心中”知识竞赛活动

本报讯 7月9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市四城
同创办主任洪继诚到通川区东城街道
办凤翎社区、双狮农贸市场等地，调研
督导“四城同创”工作。

洪继诚指出，市“四城同创”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作出了新部署、
明确了严要求，通川区作为达州主
城区，“四城同创”工作要率先行动、
率先作为。要及时成立创建工作专
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逐条梳理任
务清单，找准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的
创建重点，针对问题做实创建工作；
要狠抓城市面貌薄弱环节整治，对
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车站、城中村、
背街小巷、建筑工地、城乡结合部、
城市周边乡镇开展调研，研究和督

促“脏乱差噪堵污”等重点问题整
治，解决市民关心关注的市容环境
突出问题。要做好宣传工作，以街
道办事处、社区或小区为单元，设计
一批“接地气、受欢迎、可推广”的群
众性创建活动，吸引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普及市民应知应会常识，提高
市民的知晓率和认可度，营造全民
参与创建氛围，共同维护辖区整洁、
规范、文明、有序的环境卫生秩序。

洪继诚强调，对在调研督导中
发现的“脏乱差”问题，由市区两级
四城同创办进行交办，督促有关地
方和部门加快整改，以实际行动取
信于民，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市委、市
政府“四城同创”部署。

（本报记者 江吉）

市领导调研督导“四城同创”工作

本报讯 7 月 10 日下午，由通
川区委、区政府主办的通川区第三
期《阳光问廉》节目开播。副市长、
通川区委书记杜海洋出席活动。

“既然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投
入了那么多的精力物力，道路为何
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破损？”活动现
场，针对“大道养护难，源头该谁管”

“项目建设遇瓶颈，缺水困境何时休”
“坐地生财好轻松，人为阻工苦企业”
三个真实案例，主持人实事求是、连续
发问，台下涉事单位相关负责人一个
接一个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严肃。

台上，由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及媒体记者共同组成的“专家点
评团”，针对曝光的问题，结合涉事
单位的相关回答，提出意见。最后，
台上相关事件负责领导进行表态发
言，再由50位企业家组成的问廉团
进行现场满意度测评。

本期《阳光问廉》以“聚焦经济
社会发展软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为主题，旨在通过典型案例
的曝光，反映通川区在为企业提供
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同时对涉事单
位及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敲响警钟。
（本报记者 刘岸 见习记者 刘晨）

通川区第三期《阳光问廉》节目开播

7月9日，市公安局召开达州公安
“向党和人民报告”最强民力、最强服
务暨反电信诈骗主题新闻通气会，向
社会公布了五起电信网络新型诈骗典
型案例。

案例一：渠县“3·07”电信网络诈骗案

2019 年 2 月 22 日，渠县人谭某在
珍爱网上认识一个自称叫“张鹤叶”的
男子。两人在聊天过程中，“张鹤叶”
称自己是负责维护“皇冠娱乐城赌博
网站”的工作人员，向谭某透露了该网
站服务器每天晚上19时大小球投注赔
率都是2倍的漏洞信息。“张鹤叶”让谭
某帮忙在平台进行投注。谭某根据

“张鹤叶”提供的账号进行操作后，发
现用“张鹤叶”提供的账号赚了不少
钱。3月2日，谭某主动向“张鹤叶”提
出要在该网站上注册账号，并同好友
郑某在一周的时间内，通过绑定在平
台注册账号上的三张银行卡向该平台
充值100余万元，直至发现该网站不能
将金额提现后意识到被骗，遂向公安
机关报案。

案例二：宣汉县文某某等人涉嫌诈骗案

2019 年 3 月 19 日，冒充淘宝客服

退款诈骗嫌疑号码在宣汉出现后，
达州市、宣汉县两级公安机关立即
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民警通过缜密
侦 查 ，3 月 30 日 ，将 该 作案团伙查
获，抓获6名诈骗犯罪嫌疑人。经查，
2019年2月至3月期间，宣汉籍文某某
邀约福建籍陈某某、游某某和江西籍
曾某某，伙同宣汉籍陈某、汪某等人
在宣汉县南坝镇、桃花乡等地以冒
充淘宝 、京 东 、快 递 客 服 给 受 害 人
打电话，谎称受害人的物品或快递
丢失要对其赔偿为名，让受害人添加
微信、QQ、支付宝等方式聊天，给受害
人发送钓鱼网站的二维码，获取受害
人的银行账号、支付宝账号并转走对
方账号中的资金。该团伙 作 案 涉 及
全 国 10 多 个 省 市 ，受 害 群众达 50
余人。

案例三：万源市王某某被电信诈骗案

2019 年 1 月，万源市王某某通过
微信认识一名自称“埃里克”的人。“埃
里克”称自己在阿富汗当兵受伤，有巨
额赔款想邮寄给王某某让其代为保
管，并将“快递客服”QQ 告诉王某某。

“快递客服”以装有赔款的包裹需要检
查证明、反恐证明等为由让王某某转

钱。2019 年 2 月，王某某向对方提供
的银行账号先后转账10万余元，直到
转账后联系不上对方，才意识到自己
被骗。万源市公安局民警奔赴广州市
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其中包括2名非
洲籍嫌疑人。

案例四：达川区“4·15”电信诈骗案

2019 年 3 月，达州市某电子商务
公司在通川区一商住楼上，诱骗他人
非法炒外汇亏损。通过侦查发现，该
公司自 2019 年以来将业务员包装成

“高富帅”，培训业务员以加微信好友
的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引诱“投资者”
在某些虚假平台进行“外汇”投资。该
主要犯罪嫌疑人蒋某、潘某等人让员
工对投资者进行操盘交易，从而使公
司获得操盘“佣金”。2019 年 4 月 15
日，达川区公安分局一举抓获24名犯
罪嫌疑人。

案例五：开江县钟某被诈骗案

2019 年 4 月 1 日，QQ 网名为“心
痛点”的网友主动加钟某为好友，双方
聊天的过程中，对方主动邀约钟某玩

“时时彩”，随后把钟某拉到一个名为
“西游时时彩”的 QQ 群。4 月 7 日上

午，钟某一时兴起想通过“时时彩”碰
撞运气赚取钱财，便用支付宝加“西游
时时彩”QQ 群里的财务为好友，且通
过网银向财务先后转账近 20000 元，
当赚回本金准备提现联系群主时，群
主将钟某拉入黑名单，踢出 QQ 群，钟
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开江县公安局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6月12日，开江县
公安局组织警力到重庆市万盛区捣毁
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
疑人 24 名，当场查获作案电脑 26 台、
作案手机27台。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
遇到0818-96086预警劝阻电话时，一
定要立即接听，这是反诈民警在对你
进行劝阻。如果发现被骗，请一定要
记住嫌疑人提供的账号，第一时间通
过客服、网络银行等方式尝试输入3次
错误密码，短暂冻结账户，为公安机关
争取时间，并同时拨打达州市反诈中
心0818-2185110进行止付冻结，妥善
保管好相关证据材料到就近公安机关
报案。同时，希望积极举报身边的电
信网络诈骗窝点和嫌疑人，对查证属
实的，将予以奖励。举报电话 110 或
0818-2185110。

□本报记者 闫军

谨防电信网络新型陷阱

达州警方公布五起典型诈骗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