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支持重点产业链主办行机制

新增授信
181.38亿元

新发贷款
60.76亿元

贷款企业
31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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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211%

增长98%
新增授信

339.6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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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丽

盛夏驱车奔静海区中旺镇曾家河村，不
见羊肠小路，没有蜿蜒曲折，这个西边紧挨
河北省青县、南走7公里又到天津边界的“边
远村”，条条大道，四通八达。

当了16年村支书的姚洪山，和来了两年的
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张福元，同记者边走边
唠。在村里走着走着，大喇叭突然广播了，细听
预报有雨，头扎围巾的大婶加快蹬起三轮车，氤
氲着农家气息的曾家河村那么生动，那么活泼。

曾家河，顾名思义像和“曾家”有关，但
事实是，村里并无“曾”姓。

村北大片晾晒场10多年前改建了菜园，
“你们要早来一个月，满菜畦大蒜，现在蒜收
了，活儿不多。”村干部跟记者下了地，遇到
两名老农正忙活，一名叫姚恩巨，一名叫姚
恩升，年纪都是80多岁。

同姓姚，同带“恩”，兄弟？亲戚？
“我们这村的人，现在连带外地的，记录

在家谱上的男性2000多人，从我这辈往上捋
八辈，都是一位先人姓姚名晊的后代。”姚洪
山拿着厚厚一本《姚氏家谱》解释，村里除几
户外姓和嫁进来的媳妇姓氏各异外，100多
户人家都姓姚。直到现在，这“一大家”仍论
“字”排辈，单听名就知对方是哪辈人。

姚洪山属“家”字辈，那为何不叫姚家
山？“到‘家’字辈，人口多了，总重名才用上
‘洪’字。上一辈，重不了名，都叫姚恩什么，
再上一辈都叫姚国什么。一辈辈排，现在最
小的是‘城’字辈，第十二辈。”

村干部讲，姚氏先人因在明朝立下赫赫
战功，十一代受封世袭，此地原为姚氏三世
祖姚升受封的“庄园”，姚晊自清康熙年间由
河北省青县迁徙而来。来之初，见西北约
500米地势低洼处，群鱼水中游曳，百鸟上空
盘旋，景色秀丽壮观，故取此处“曾口”名之
“曾”字，命村名“曾家河”。

渐渐地，有着悠久历史的曾家河村却茫
然了——“困难村，困到几乎没一条像样路。”
“小胡同，不点儿宽，这有块空地，从这

儿绕，往前堵住了，再找块地，曲里拐弯绕出
去。”58岁的孙家香当初从外村嫁来时极度

“水土不服”，晴天找路，雨天找不到路，外出
出不去，屋里也待不住，“外头大下，屋里小
下。土坯房，雨大就漏。”

74岁的姚家锋也记忆深刻，“自家买来
砖，门口垫段道。嚯，不得了，拄拐的都来瞧
热闹，说，‘家锋垫了趟道啊，俺们看看来’。”

曾家河村人做梦都想趟出条路。20年
前，村里动员几家小厂和“能耐人”凑了些
钱，打算修道。可买了砖，打了地基，“钱兜”
却见了底。剩下铺砖活儿，只好你修你家前
头的，他砌他家旁边的。就这样“共建”一年
多，顺出来三四米宽三条道。
“出路”，还是太窄了。
姚洪山“当家”后，连烧“几把火”为村庄

发展探路：辟菜地、开园子，辟来村民“菜篮
子”；栽树，攒点钱栽几棵，再攒点再栽点……
但光靠“攒钱干事”太难，村里买除草剂都琢
磨半天，甭提修大路了。

2017年，天津启动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
村工作。转年，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派
干部进驻曾家河村，带来了当地人心心念念
的“大路”规划。

按规划要拆的土坯房里，有10间住着姚
家锋的二老，“人家说‘你那房得扒，扒了搞
建设、修大路’。我说‘赶紧扒’。”家里哥儿6
个，姚家峰老大，他二话没说把二老接回家，
“为啥同意扒？上边说啥我信啥。事实证明
了，瞧瞧现在门外头，多敞亮漂亮，个人花多
少钱都买不来！”

也有不少心里没底的，“修大路，知道为

大伙儿好，我非常拥护啊，可扒了啥政策呀？”
“政策肯定用足，个人吃不了亏。现在帮

扶组在这儿，曾家河村先干起来，过了这村就
没这店了，再想干都没有资金干了。”

姚洪山带着村“两委”白天黑夜挨家挨户
磨破嘴皮子劝，急得头发直往下掉。他们盼
着把一个有“出路”的曾家河村交给后来人。

当梦想照进现实，曾家河村抓住了这束
光——道路“绿化、亮化、硬化”工程如期
完工。
“后来人”也来了。去年3月村里换届，

名校研究生毕业的张福元成为村支委委员、
村委委员。

按“家”来说，“姚家”太大；可按村来说，
曾家河村又太小。常住的仅200多人，“养不
活”一个小卖部。“小卖部原先有，赚不来钱不
干了，咱有心扶一个也没扶起来，”姚洪山感
叹，过去油盐酱醋缺了，村民都得出村买。

去年年底，在张福元的提议下，村“两委”
与两家电商平台对接，在中心大厅设立了货
品自提点，一般蔬菜类前一天下单，耽误不了
转天中午做饭。这在城区司空见惯，在小村
却是“破天荒头一件”。村民普遍叫好，“即便
没有智能手机的，儿女下单，买了后直接送咱
村，‘爹娘取去吧’，多方便！”

采访结束，离开村庄时，天下起雨，“老支
书”的话再度在耳畔响起，“咱这地属黏土地，
你看这土，黏脚黏得嘎嘎的，干了梆梆硬，蓄
水越大，庄稼越好。”

今年，又是好收成吧！

■本报记者 岳付玉

稳经济大盘，保链稳链是关键。金融作
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支持产业链安全畅
通，天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机制，即
金融支持重点产业链主办行机制。运行半
年，该机制下重点产业链企业新增授信
339.63亿元，新发放贷款84.71亿元，对产业
链的“滴灌”不仅立竿见影，而且越来越顺畅
高效——二季度重点产业链资金投放实现
了既增量又扩面：新增授信181.38亿元、新发
贷款60.76亿元、贷款企业311户、新增首贷
户79户，较一季度对接成效分别增长15%、
153%、211%和98%。

激活产业链“一江春水”

眼下，东丽区杨北公路西侧附近工地一
派繁忙景象，天津贯庄垃圾焚烧综合处理项
目正火热建设中。
“上个月，我们获得6.82亿元的固定资产

贷款，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发展了！”天津泰环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渤海银
行天津分行主动上门对接，为其量身定制了
专业化贷款方案，贷款已经开始投放。该公
司是新能源产业链企业，渤海银行是新能源
产业链的主办行之一。

今年年初，市金融局会同人行天津分
行、市工信局等出台金融支持产业链发展政
策，引导金融机构“同台打擂”，比拼服务成
效。4月底，三部门启动“产业链金融服务升
级版”，让一季度考核排名靠前的银行“挂帅
出征”，授予重点产业链主办行的称号，同一
条产业链引入2至3家银行竞争，形成鲶鱼效
应，进一步激活产业链“一江春水”。

运行一段时间后，市金融局对该机制进
行了优化，让“能者上、庸者下”，取消了第
一阶段行动迟缓的5家银行主办行资格，并
增加考核排名前10名银行对接产业链数量，
主办行可优先获得链上企业经营和融资需
求信息，相应要对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三
全”服务，即“营销全触达”“需求全覆盖”“融
资全响应”。

其间，市金融局还会同人行天津分行和
市工信局启动“产融直通车”，在市、区、金融
机构3个层面推动银企常态化对接，先后服
务了240余家产业链头部企业，通过头部企
业辐射带动，以点带面，将更多资金和服务
输送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新机制把银行的“斗志”点燃了，而如何引
导良性竞争，让更多产业链企业受益？市金融
局、人行天津分行、市工信局再次携手，在全国
首创了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的“金融便利
店”。截至目前，店里已“摆放”170余款银行产
品和保险产品。企业用户打开手机“扫码进
店”，就可充分比对，选出“适销对路”的那一
款。被选中的银行迅速响应、高效服务。

敢贷愿贷会贷渐成风气

截至目前，天津市重点产业链的“主办
行”已有19家银行。其中，部分银行因实力
超群而成为2条甚至3条重点产业链的主办
行。它们建立工作专班，设立专营机构，创
新产品和服务，优化审批流程……相互比学
赶超，竞争日趋激烈。

这其中，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拿下两个
全市“第一”：担任主办行的数量（3条）在
全市所有金融机构中排名第一；在一季度
全市此项工作评比中，综合排名也位列银
行机构第一。

新能源产业链主办行之一的渤海银行，则
出台“28+22条”硬核举措，要求对市场主体的
服务“全面顶格、能出尽出、精准高效”，尤其加
大碳减排和科技创新领域定价政策倾斜力度。

日前，市金融局对这些重点产业链主办
行金融服务经验做了汇编、推广。其中，“加
大考核激励”和“落实尽职免责”最让银行一
线人员振奋。

一位国有大行的信贷员说，受新冠疫情等
多重因素影响，不少链上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银行如果按照传统的信贷路数很难发力，因
此，创新服务模式就成了必然选择。而创新就
难免有风险，只有落实了授信尽职免责制度，
健全了容错安排，信贷人员才“敢贷、愿贷”。

记者看到，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对其服务
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的授信业务，整体不良率允许放宽
至上年末公司授信不良率的2倍以内；金城
银行对于产业链领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不良率，不高于全行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
分点，可免予追责。

放开手脚之后，各主办行对重点产业链的
投放显著放大。工行天津市分行安排不低于
30亿元供应链融资专项额度，重点聚焦高端装
备制造等行业领域。渤海银行对于新能源产
业链上优质企业信贷支持规模不设上限……

在金融机构等合力助推下，上半年，我
市“制造业立市”的重要抓手——12条重点
产业链在链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快于全市
工业平均水平，占比达76.5%，比一季度提高
0.9个百分点。
“各银行一直在优化产品和服务，我们

也一直在优化机制”，市金融局相关人士点
开办公桌上的电脑，但见12条重点产业链企
业的融资数据、首贷企业数还在稳步攀升。
他说，下一步将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
效应和头雁效应，促进产业链与资金链“同
频共振”、互促互荣。

半年新增授信近340亿元
天津金融支持重点产业链成效显著

赋能古村换新颜

静海区中旺镇 曾家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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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最强是政策“靠山”

曾家河村村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连续两年获评市级卫生村、“五

星村”，古村曾家河历经起伏，再度

闪亮。

原先“一黑天都找不着的村”，如今

路灯从天黑亮到天亮。原先晚上七八

点就睡的人们，现在受灯火通明吸引，

在同样时间走出家门，又跳又唱。村里

有企业，周边遍工厂，只要勤快，青壮小

伙儿就有钱挣有班上，35岁的村民姚健

形容村庄变化：“翻天覆地”。

在这本“巨变”书里，尽是村干部

熬红的双眼，总见乡亲们磨厚的老茧，

但村貌以前依旧没从根本上改变。“以

前不只是‘兜里没钱，干啥啥难’。没

有政策支持，村干部干事，难有说服

力，老百姓张口先问‘依据是什么？要

求是什么？拿文件看看’。”姚洪山认

定“巨变”是“沾了好政策的光”：政策

“蓄水供氧”，村干部有“靠山”，干事硬

气，百姓愿意信愿意跟，这才迎来曾家

河村的扬眉吐气。

谁说不是呢？政策铺出“新路子”，

村民奔向“好日子”。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了解到，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完成全部既定任务，于7月
17日10时59分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021年 9月 20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发
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约6吨补给物资。目前，天
舟三号货运飞船状态良好，后续将在地面控制下择机再
入大气层。

天舟三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货运飞船择机再入大气层

天和核心舱外景相机实时图像。

新华社发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至19米停泊点的模拟图像。

近日热浪来袭，已有多人确诊热射病。什么是热射
病？热射病有何危害？如何预防热射病？记者就公众关心
的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热射病其实是中暑的一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熊华威告诉记者，按疾病轻重程度，中暑可分
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三种。热痉挛症状包括大量出
汗、四肢痉挛等，热衰竭病人会出现头晕乏力、低热、精神萎
靡等情况，热射病患者则表现为高热39℃以上、干燥无汗、
深度昏迷，持续高热极易引发多器官衰竭。

熊华威介绍，随着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公众防范意识
增强，其实近年来医院接诊热射病人数不断减少，但仍需警
惕极端高温条件下热射病患者增多，以及普通中暑患者因
处理不当而发展成热射病病人的情况。专家认为，高温下
户外劳动者、密闭空间高温工作者以及部分产热强、散热弱
的特殊人群往往是中暑尤其是热射病高危人群。

专家表示，中暑的处理最关键是迅速降温，对于热射病
患者更是如此。如果发展为热射病，需及时送医救治，医院
将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患者实现体表降温和内脏降温，并开
展对症治疗。

关于中暑的误区

误区一：中暑很常见，不至于有生命危险。日常生活

中，很多人觉得中暑出汗很常见，往往不以为意而继续在高

温下作业。专家认为，普通中暑发展为热射病需要一个过

程，如中暑后还继续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症状将会加重，一

旦发展为热射病，进入昏迷状态，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误区二：中暑是小病，自行在家处置就能好。有些人中

暑后习惯用一些土办法降温，比如刮痧等。专家表示，对于

一些症状较重，尤其是已进入昏迷状态的中暑病人，如不及

时送医救治，往往会耽误最佳救治时间。

据新华社南昌7月17日电

热浪来袭 小心“热射病”
专家解读预防和救治措施

工人在江苏无锡经开区的一处住宅小区建设工地上

施工。 新华社发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81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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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7306425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注
186注
1212注
73822注

1423594注
9090587注

9188488元
140742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2018613381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188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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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74952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311注
440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