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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伏牛山叠翠，浩浩丹江水

长流。

一串串数字，默默诉说着农行南

阳分行为脱贫攻坚付出的不懈努力：

至 2020年 9月末，为 7个贫困县投放

贷款余额 69.66亿元，较年初净增 15
亿元，增速 27.44%，较全行贷款平均

增速高 8.03%，余额增量居四大行首

位。其中，镇平、内乡、淅川、南召、桐

柏、社旗 6个县贷款余额 61.55亿元，

较 上 年 净 增 13.23 亿 元 ，增 速

27.38% ，较 全 行 贷 款 平 均 增 速 高

7.97%。完成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分 配 该 行 当 年 任 务 5 亿 元 的

264.6%。深度贫困县淅川支行贷款

余额 13.03亿元，比上年净增 2.20亿
元，增速 20.28%。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农行南阳分

行矢志不渝“面向‘三农’、服务城

乡”，用“不拔穷根誓不还”的勇气和

作为践行着农行人的初心使命。 3
月 25日，市领导到农行南阳分行调

研时，对农行积极履行金融扶贫责

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

贡献表示高度认可和赞赏。

把使命刻在心中

2020 年 1 月 17 日，农行南阳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卢伟刚刚调任仅一

周，在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繁忙不已

时，仍迅疾带领相关分管副行长及

“三农”金融部等对口部门负责人赶

赴该行定点扶贫村西峡县丹水镇三

里庙村慰问贫困户。

在帮扶对象家里，卢伟一行不仅

送去对联、米面、床单被子、大衣和慰

问金，还详细询问贫困户吃住情况、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以及产

业规划等。

在农行南阳分行的倾心帮扶下，

三里庙村经济大发展，村容村貌大变

样：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被评为西

峡县 2017年村容村貌红旗村。

目前，农行南阳分行全辖的 11
个县域支行定点帮扶 18个行政村，

全部实现整村脱贫，农行人以扎实细

致的工作和奉献担当的精神受到了

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在市委组

织部、市扶贫办联合组织的市直驻村

帮 扶 考 核 中 ，农 行 均 位 居 前 列 。

2020 年 6 月 12 日 ~13 日，农行河南

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玉华就县

域网点、县域流通市场、惠农 e贷客

户、生猪养殖龙头企业、复工复产重

点企业、定点扶贫村、扶贫电商产业

园等服务“三农”和脱贫攻坚工作赴

南阳进行专题调研指导，对南阳分

行各项工作尤其是扶贫工作表示充

分肯定。

把责任扛在肩上
南阳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

“三多”，脱贫攻坚和“三农”工作任务

艰巨、繁重。作为全市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行业成员单位，农行南阳分行牢

牢树立“全行做扶贫、全行办‘三农’”

理念，聚焦金融精准扶贫“三大任

务”，全力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面对脱贫攻坚的新形势、新任

务，该行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金融扶

贫“一把手”负责制，成立金融精准扶

贫领导小组，统一安排指导全行金融

扶贫推进工作。市、县行两个层级组

建了 14支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

的党员先锋队，有效发挥金融精准扶

贫的党建统领作用，全面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农行南阳分行积极帮扶生猪生产

企业，内乡支行向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发放贷款 5亿元，并带动全国农

行系统向牧原公司累计投放贷款 21
亿元。

“支持一个产业，繁荣一片区域，

带富一方百姓”。镇平、西峡、南召、

淅川、社旗、内乡、邓州等 7个县市支

行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创新的“政府

增信+银政共管”扶贫模式，通过政

府增信模式筛选具有产业脱贫能力

的贫困户建立白名单，运用“惠农 e
贷”等创新产品实现纯线上批量发

放，先后推出西峡“香菇贷”、内乡“农

家乐”、南召“玉兰贷”、桐柏“茶叶贷”

等 36个产品，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

担保难、贷款难、贷款贵问题。至 9
月 30日，“惠农 e贷”模式下累计投放

贷款余额 65693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22958万元，覆盖全市所有县域 8598
个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

把困难踩在脚下
该如何坚守服务“三农”的市场

定位？农行南阳分行新一届党委紧

扣省分行“151”工作主线，号召全行

员工始终保持“四股劲”，坚决打好

“六张牌”，突出抓好金融精准扶贫

和服务“三农”等重点工作，以党建

与经营深度融合引领质量效益双

提升。

积极利用银政、银企合作，提升

“三农”服务水平。2020年，该行深化

与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合作，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平台建设，加

快农户信息建档工作，推进“三农”业

务数字化转型。先后与河南省农业信

贷担保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创新

“农担贷”“农担 e贷”等新业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行南阳

分行的倾情付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好评，先后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

市绩效考评先进单位”，被市政府记

集体三等功，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对

农行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为最高等级

“好”，成为国有银行唯一一家评为最

高等级的行。

“脱贫摘帽不停歇，要把金融精准

扶贫和服务‘三农’工作做得更实、更

细、更精，让总分行党委真放心，让市

委、市政府真满意，让农民真受益。”谈

及下步工作，卢伟铿锵有力的话语中

透出满满的信心与决心。②8

把 初 心 和 使 命 书 写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农行南阳分行金融精准扶贫助力“三农”发展工作纪实

本报讯 （记者赵 倩 全

媒体记者耿淑博）10 月 18
日，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技

能大赛货运代理赛项在河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幕，共

有来自全省高等职业院校的

18支队伍参加。

此次技能大赛由省教育

厅主办，其中货运代理赛项

由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协

办，旨在为 2020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选拔优秀人

才，让更多青年学子在技能

竞赛中以赛促学，提升技能

水平、培育工匠精神，同时为

院校沟通交流、校企广泛合

作搭建平台。

比赛采取个人赛形式，

通过海运业务和空运业务 2

个模块对选手综合能力进行

考核。竞赛设个人奖、优秀

辅导教师奖，并按总分由高

至低进行排名，取第一名选

手直接进行强化训练，参加

全国技能大赛。

作为货运代理赛项举办

地点，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高度重视，积极做好赛前

各项准备工作。该校始终把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作为中心

工作，把“赛教融合”“赛训融

合”作为有效模式，在学生中

营造了“人人崇尚技能、人人

学习技能、人人展示技能、人

人争当技能高手”的良好氛

围，推动了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全面

提升。②8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技能
大赛（河南工院赛区）举办

以赛促学提升技能水平

争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建设美好幸福家园美好幸福家园

南阳市第二届名中医，南阳市张仲景医院中医外科、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刘焕华——

用同理心对待每一个患者

南阳名中医榜南阳名中医榜
南阳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主办市中医药发展局主办

本期上榜专家本期上榜专家：：刘焕华刘焕华
问诊电话问诊电话：：1567028809015670288090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田华冉田华冉 1359825756613598257566

中西医

结合皮肤病

专家刘焕华

本期上榜名医简介

■刘焕华，南阳市张仲景医院皮肤

科副主任医师，市级优秀专家，南阳市

第二届名中医，北京中华中医药学会脉

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院皮肤科、

赵炳楠皮肤科流派高级研修班弟子传人，

主持参加完成科研项目 4项；发表论文 7
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交流论文 6
篇、出版专著 2部。

■主治：刘焕华在面部痤疮、带状

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银屑病、泛

发性湿疹、肛肠、外周血管等疾病的诊

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对雀斑、色素

痣、黧黑斑、白癜风、瘢痕疙瘩、性病的治

疗也有很深的造诣，自拟的“消风制血

汤”治疗白疕、牛皮癣疗效显著；开展微

创腋臭去除术，让无数患者重获自信。

■坐诊时间、地点：周一、周三、周

四、周五、周日全天，周二上午在南阳市

张仲景医院三楼皮肤科坐诊。

孕育热线：0377-62296622
地址：工业路 138号（工业路与

八一路交叉口）

南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15年品牌专业治不孕

本报记者 赵明禄 文/图

如果说生命是大自然孕育的“艺

术品”，那么皮肤科医生就是修复生命

颜值的“工匠”。

南阳市张仲景医院中医外科、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焕华，从事中医临

床工作 51 年。她专注中医外科、皮肤

病治疗，经过不断学习、积累，形成个

人治疗皮肤病的系统理念，经她诊治

好的疑难杂症患者不计其数。一个个

康复的病例，一句句感激夸赞的话语，

无不透出患者的满意和认可。

10月 19日上午，和煦的阳光照耀

大地。南阳市张仲景医院皮肤科门诊

室外，患者正有序地排队候诊。

“刘医生，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

脸上的黑斑颜色淡了，您再给我看看。”

市民田女士高兴地对刘焕华说。田女

士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生完孩子后，她

脸上出了一层黑斑，这让一向爱美的她

很苦恼。经过刘焕华的治疗，她脸上的

黑斑明显减轻，这让她看到了希望。“我

再给你开些药，调理调理，你在按时吃

药的同时，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少吃

辛辣食物。”刘焕华用普通话轻声地嘱

咐她，就像是和朋友交流一样。

田女士刚离开，64 岁的杨先生就

坐到了刘焕华的诊桌前。“刘医生，谢

谢你啊，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我身上

不痒了，红斑、疹子也消失了，今天就

要出院了，您看用不用再给我开点儿

药。”杨先生对刘焕华说。

原来，这位患者因浑身瘙痒，导致

全身皮肤糜烂渗液。10月 2日，他经朋

友介绍找到刘焕华，经过 16天的治疗，

他终于可以出院了，被瘙痒吓怕了的他

临出院又来找刘医生咨询。刘焕华嘱

咐他平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内衣勤洗

勤换，这病就不会复发。听了刘医生的

介绍，杨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俗话说，无瘀不成斑，有斑必有

瘀。因此治疗的时候要对病因、病机

做分析。同时，还要运用脏腑辨证的

方法指导皮肤病的辨证施治。治疗皮

肤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对

每一个环节进行精心打磨。”刘焕华告

诉记者，作为一个医者，要有责任感，还

要有匠心，对病人的疾病有同理心。

在刘焕华看来，中医皮肤科要以

现代诊疗技术为基础，努力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这些年，刘焕华以中医

为体、西医为用，不断拓宽思路，探索

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中西医与民族医

药结合治疗皮肤病之路。

51 年的积累，51 年的探索，如今

的刘焕华熟练应用中医经典理论指导

临床工作，采用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

处理皮肤科常见病，并在临床上卓有

成效，受到患者的信赖，让无数患者

受益。②8

本报讯 （记者刘纪晖 全媒体记

者耿淑博）10月 16日，记者从南阳热

力有限公司获悉，为了应对冷冬天

气，让市民温暖过冬，南阳热力已提

前做好供暖前各项准备工作，各供暖

小区试压工作将陆续展开。

今年南阳中心城区供暖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5 日零时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 24 时，共计 121 天。针对众

多市民关心的是否提前供暖问题，南

阳热力答复目前暂无提前供暖计划，

如遇异常气候，将根据行政主管部门

意见做适当调整。

据悉，为给市民提供更为专业

化、综合性的高效服务，南阳热力公

司及早着手今冬明春供暖工作，提

前进行并已全面完成了设备大修维

护保养和调度监控系统、报修系统

等的检查保养工作，不断加大对各

场站运行监控维护以及管线巡察力

度，确保管网安全平稳运行。目前，

高峰供暖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为确

保供暖小区或单位供暖安全，集中

供暖开始前需对用户单位供暖设施

设备进行安全检查，进行供暖试

压。对于医院、学校等单位，南阳热

力将主动上门了解供暖需求，确保

安全平稳供暖。

天气渐冷，南阳热力公司提醒市

民，未入网者请尽快联系小区供热管

理方，提交相关信息办理入网手续。

已入网市民可以通过银行或南阳热

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等渠道，按用

户卡号缴采暖费。用户卡号可登录

南阳热力微信公众号自助查询，也可

拨 打 南 阳 热 力 客 服 热 线 0377-
60182222 或 96966 查询。用户缴费

后，热力公司将在 48小时内上门开

阀。为避免开阀量大拥堵，市民最好

尽早缴费。②8

位于宛城区仲景街道泥营社区的学习强国党建文化主题公

园用生动形象的宣传展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及廉政文化等。图

为市民在主题公园内休闲游玩 ②8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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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供暖准备工作就绪

11 月 15 日 零 时 供 暖

试管婴儿技术诞生后，

帮助无数不孕不育夫妇圆了

生子梦，但还有一部分人对

试管婴儿不是很了解，甚至

会觉得一代、二代、三代试管

婴儿技术之间是升级版的关

系。什么是试管婴儿？一

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技术

有什么区别？南阳不孕不育

症医院不孕不育科为大家详

细解读。

南阳不孕不育症医院冯

卿芳主任介绍，试管婴儿是

民间的说法，医学术语叫“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试

管婴儿可不是从试管里长出

来的，简单来说，是医生通

过科学的方法从男女双方体

内取出精子和卵子，在体外

受精，形成胚胎，再把胚胎

“放”到女方子宫里，然后

自然生长、发育、生产的医

学技术。所谓的一代、二

代、三代试管也不是一代不

成功做二代、二代不成功做

三代的升级版关系，而是针

对不同的适应证选择不同的

试管婴儿技术。

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学名

为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即

通过促排将女方卵子取出，

同时男方取精并选出优质精

子，然后把卵子精子放到一

起，不采取干预措施让精卵

自然结合形成胚胎，再移植

回母体。该技术主要针对女

方输卵管不通。

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学名

为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主要针对男方严重的少弱畸

形精子症或阻塞性无精子

症，即选取优秀的单个精子，

直接注射到卵细胞的胞浆

内，从而使精子卵子结合受

精，然后把胚胎植入母体。

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全称

为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即把一代或二代技术形成的

胚胎，进行遗传学诊断，选择

健康的、没有染色体遗传疾

病的胚胎放进母体子宫里。

该技术主要针对有遗传性疾

病的患者。

冯卿芳说，试管婴儿每

一代技术适用不同的人群，

要“对症用不同的试管婴儿

技术”，既省钱又省事。

南阳不孕不育症医院是

我市一家专业治疗不育不孕

症的专科医院，经过 19年发

展，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专业

的医疗团队，现已成为河南省

人民医院、郑大二附院的试管

婴儿定点协作医院。为了让

更多的不孕不育症患者早日

实现生儿育女的梦想，该院还

聘请省内知名专家定期来院

会诊，对疑难病患者可制定个

性化诊疗方案。今年南阳不

孕不育症医院开设了复发性

流产诊治中心、精准保胎中

心、体重控制中心。②8

试管婴儿是从试管里

长出来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