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和煦，万物复苏。
3 月 12 日， 在全国第 40
个植树节到来之际， 淅川
县委县政府、 南阳南水北
调办公室、 南阳电视台组
织开展了“打造绿色渠首，
共建生态走廊” 公益植树
活动。 市南水北调办公室
副主任齐声波， 南阳电视
台党总支书记邢保林，淅
川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梁
玉振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南阳村镇银行作为公益植
树单位，在党委副书记、行
长杨磊，党委副书记、监事
长付建强等行领导的带领
下，组织 50 余名党员参加
了这一活动， 为渠首添一
抹新绿。

植树现场， 在专业人
士的指导下， 南阳村镇银
行的干部职工有的挥锨铲
土、有的扶树填土、有的踩
实新土， 分工明确相互配
合， 认真细致地种植好每
一棵林木。 经过紧张的种
植， 近千棵新苗伫立在和
煦的春风中， 为库区水质
保护增添了新的“生力军”。

南阳村镇银行党委副书

记、 行长杨磊在活动中接受
了采访，杨磊行长表示，植树
造林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
务，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事。 南阳村镇银行之所以
发起在渠首种植“思源林”，一
是南阳村镇银行的成立背景
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息息相
关， 村镇银行的 4家银行股
东和 6家企业股东中有 6家
来自北京和天津，种植“思源
林” 就是受水地人民感恩淅
川渠首广大移民群众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所作出的巨大
牺牲。 二是村镇银行的定位
是“服务‘三农’”、“服务‘小
微’”。“三农”是村镇银行发展
成长的根基， 所以要饮水思
源，感恩“三农”，回报“三农”。
这次开展的植树活动， 也是
南阳村镇银行践行“饮水思
源”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杨磊介绍说， 南阳村
镇银行自 2010 年 12 月成
立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始
终坚持“支农”、“支小”的市
场定位，立足南阳地区实体
经济发展的实际，大力发展
普惠金融，走好金融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推出
了一系列的金融惠民政策，
对办理银行卡、转账、开通
短信提醒、异地取款等都实
行了减免费政策， 研发了

“惠农宝”、“惠商宝”、“自由
贷”、“幸福贷”等 23种信贷
产品，累计投放贷款近 200
多亿元。截止 2017年末，南
阳村镇银行总资产达 72亿
元，分支机构达 40家，覆盖

南阳全部县市区和部分重
点乡镇。 2016年、2017年，
南阳村镇银行连续两年荣
膺“全国百强村镇银行”、

“全国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
优秀村镇银行”称号。 今后
南阳村镇银行将进一步改
进服务效能， 加大信贷投
放力度， 在支持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更
积极的作用。（徐清立 秦岭）

可选择的经营模式
◆可以开办京德啤酒

屋、京德啤酒庄园、或多
彩扎啤京德啤酒广场。 选
择不同型号、不同生产规
模的设备， 啤酒自产自
销，配套经营特色美食。

◆可以店中店经营。
在餐饮娱乐场所， 占用吧
台一角， 安放京德自酿啤
酒设备，豪华典雅，让消费

者赏心悦目，胃口大开。
◆可以开办京德啤

酒厂。 根据需要，用户可
选择日产 1 吨、2 吨、5 吨
等京德啤酒设备进行生
产。 京德啤酒可以装成桶
装、 瓶装， 送往酒店、饭
店、 歌舞厅、 烧烤店、夜
市、大排档等，也可以送
到批发部批发。

救救我爸爸！
我叫毛承甲，今年 12 岁，家住南阳市宛

城区东关街道防爆厂家属院。 2016 年 7 月 12
日上午，当时我 38 岁的爸爸毛保昌在工作中
突然晕倒， 公司叔叔伯伯们紧急把他送到医
院监护室进行抢救。 经医院医师诊断为脑干
出血、进而引发肾功能严重衰竭。 突如其来的
灾难一下子降临到我们家， 对我们简直像天
塌一般。爸爸是那么的年轻、乐观、爱笑，我不
相信这种病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在医院的监
护室里，爸爸从头到脚都是管子，当时的我害
怕极了， 紧紧地抱着妈妈的手问： 爸爸会好
吗？ 会好起来吗？ 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的头说：
爸爸一定不会丢下我们娘三的， 他一定会好
起来的！ 经过医院医生 30 多个日夜的积极抢
救治疗，爸爸的脑干出血终于稳定下来，精神
也一天好过一天， 然而严重的肾衰竭还需要
进一步治疗。 看着爸爸病情好转，我们全家都
有了希望， 可是爸爸的治疗费已经花费了几
十万元，除了家中少有的积蓄，妈妈借遍了亲
朋好友，欠下了巨额债务，为此，妈妈常常以
泪洗面。

我们的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 我爷爷
奶奶都近 70 岁且体弱多病， 常年需要药物
维持。 爸爸得病时，我才 10 岁上四年级，妹
妹才 7 岁上二年级。 为了照顾爸爸，妈妈辞
去了工作，挣不了钱。 我们家一下子断了经
济来源。 许多次，我对妈妈说我要辍学，去打
工挣钱给爸爸治病，去帮妈妈照顾妹妹和爷
爷、奶奶！可妈妈总是哭着对我说，你一个 10
岁的孩子能干啥呀！ 无奈，我只好继续去上
学。 每次放学写完作业后，我就给爸爸拉胳
膊、按脚、接屎倒尿，早晨起来给爸爸穿衣，
给爸爸透析。 7 岁的妹妹上学也无人接送,放
学回家还要帮助妈妈做家务，倒垃圾、洗菜、
洗碗、擦桌子。

可喜的是，爸爸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锻炼，
已经从会坐到会站到会走， 说话也越来越清
晰了。 看着爸爸一天天的进步，我们一家人看
到了希望，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
是，爸爸的后续治疗还需要很多钱，现在我
们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我只有鼓起勇气
向社会上有爱心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求助，
希望您们能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帮我们， 让我
和妹妹有个健康的爸爸，有个完整的家。 谢谢
您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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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渠首 共建生态走廊
———南阳村镇银行等单位共植渠首“思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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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联办：南阳村镇银行 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不用外出打工，在家就能致富

创业好项目“京德”等着您
新年刚过， 许多人又

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他
们常常感叹： 有工作的地
方没有家， 有家的地方却
没有工作。 自打漂泊到了
他乡， 便无法在家照顾年
迈的父母，教育希望成为栋
梁的孩子。从此便有了无尽
的思念，无尽的乡愁……

朋友，如果您想告别这

样的生活，可以选择在家乡
创业。 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创业
致富项目是您的理想选择！

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1998 年，是一家专业化的
啤酒设备制造公司， 主要
生产大、中、小型啤酒生产
成套设备， 酒店自酿啤酒

设备，教学实验啤酒设备，
家庭啤酒设备， 并提供啤
酒原料和啤酒酿造技术。
公司与南阳理工学院合
作，拥有博士﹑教授等一大
批高级专业啤酒设备技术
研发人员， 拥有国内先进
的啤酒机械制造设备，至
今已取得 8 项专利技术，
拥有“京德” 商标，2010

年，获得“南阳市民营科技
企业”、“河南省酒店服务
明星企业”。

京德多功能啤酒设
备，可以酿造优质啤酒、白
酒、威士忌等。公司免费提
供酿酒技术， 长期提供酿
酒原材料，设备终身维修，
可以让购买京德啤酒设备
的新老客户天天是旺季。

京德啤酒设备的优点
◆设备精美，且使用

寿命在 20 年以上。
◆生产工艺简练，容

易掌握， 只需工人 1-2
名，小学文化水平就可以
学会酿造技术。

◆啤酒原料来源方
便、快捷，价格稳定，永不
短缺。

◆生产时无污染、无

噪音、无甲醛及其他化学
添加剂。

◆设备占地面积少，
日产 100 升-500 升啤酒
设备，占地面积只为 6-20
平方米。

◆设备价格合理，投
资少，见效快；一般情况
下 3 至 6 个月收回全部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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