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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支支书书正正村村风风促促进进村村民民和和谐谐
何坊街道马徐村村支书郑秀萍整顿村风，村民素质提高了，农村环境整治更顺利

“你看，那是郑书记，
她正忙着和村民一块儿挖
排水沟。”一位村民告诉记
者，记者循声望去，一位个
头不高，皮肤黝黑的妇女
正挽着裤脚挖土，鞋上、身
上沾满泥土，她就是惠民
县何坊街道办马徐村的村
支部书记郑秀萍。“别看俺
们的书记是女的，她可是
俺们的好支书，既热心又
能干，村里的人都很佩服
她，支持她。”提起郑秀萍，
徐家村的群众都赞不绝
口。

上任先整顿村风

民风大为改观

郑秀萍今年60岁，在村两
委任职已经有20多年，2010年，
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上任后，
她团结和带领村民，挖排水沟、
整治村庄环境，让马徐村的村
风、民风大为改观。

“村子要发展，首先村风要
正，要用正气压邪气。村里出了
丑事不光是个人的事，更给全
村人抹黑。”这是郑秀萍常说的
一句话。以前马徐村打架斗殴
的现象比较普遍，村里矛盾纠
纷多、治安案件多，郑秀萍就把
整顿村风放在了首要位置。

郑秀萍和村两委商量后，
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党员和村
民代表组成的荣辱档案公示管
理小组，搜集村民取得的荣誉、
成绩和言行中的不良行为，不
定期将记录情况进行公布。

“公示就是一面镜子，谁有
光荣事和丢脸事，大家都一目
了然，促使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规范自己的言行。”郑秀萍告诉
记者，马徐村还开展了以“讲学

习、讲正气、讲贡献、聚民心”为
主题的活动，每月召开一次村
两委例会，同时，还邀请镇里的
一些领导讲课，帮助分析问题，
寻找对策，不但提升了村干部
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
村民的团结。

良好村风促团结

环境整治出成绩

村风正了，村民们的精气
神也上来了，前不久进行的农
村环境整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例子。“环境整治难免会触碰到
个别村民的利益，要是放在以
前连想都不要想，个别村民还
会放出狠话。”郑秀萍说。

“可是现在村民们都通情
达理了，这不，修健身广场，需
要占村民徐东任的空地，徐东
任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下来，还
说这是好事，既然用到俺的地，
俺全力支持。”

马徐村垃圾堆积量大、厕

所破旧不堪、墙面破损严重、柴
火乱堆乱放，郑秀萍挨家挨户
发宣传单，带领村两委及群众
代表到环境整治精品村实地观
摩，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来。她充
分发挥党员模范先锋作用，同
村民一块儿清理街道垃圾，规
范柴堆放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修路施工的过程中，不管施工
队修到哪家门口，村民们都会
主动摆上桌子，桌子上放好茶
水、烟等。同时，每户门前的养
护工作都由群众自发承担下
来。靠村干部和全体村民的共
同努力，马徐村共修建了3000
多平方米的水泥巷道，实现了
家家户户通公路。

马徐村的环境整治工作走
在了全街道的前面，已经多次受
到了街道领导的表扬，如今，已
完成主街道硬化670米，巷道硬
化1300平方米，健身广场硬化
625平方米，文化墙80米，清理违

章建筑200余平方米。800平方米
的办公场所也正在施工。

在环境整治的同时，郑秀
萍还同时把修排涝沟提上了日
程。“借着村民环境整治的干
劲，顺便也把排涝沟修好。”郑
秀萍介绍，“去年下雨时，水漫
过了公路，把全村都给泡了，最
后不得不雇来3台抽水机公路
外面的沟里排水，村民们意见
很大，修好排涝沟后，今年再也
不怕大雨了”。

郑秀萍还是村里有名的热
心人。全村62多户人家，各种矛
盾问题都能及时反馈到郑秀萍
这里，并能及早采取措施，把矛
盾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村里
有位村民的对象智障，孩子小，
她逢年过节都去看望，并积极
为他申请了低保。还有位老人
因为孩子不孝顺，就闹着去上
访，郑秀萍知道后就去他的三
个孩子家轮番做工作，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最后老人的三个
孩子都尽了赡养义务。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王军

下雨天，郑秀萍组织村里老人们在村休闲室打牌。

惠惠民民实实现现视视频频监监控控全全覆覆盖盖
投资500万元、新增视频监控安装点位267处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田晓剑 )

为着力构建科技防范体系，不
断健全完善全县打防管控一
体化建设，深入推进“平安惠
民”建设，近期以来，惠民县公
安局投资500万元、新增视频
监控安装点位267处的视频监
控全覆盖工程全面启动。

惠民县委、县政府将视频
监控全覆盖工程列为今年全
县重点工作之一，县综治委先
后出台《全县视频监控全覆盖
工作实施意见》、《关于在全县

开展“科技创安示范城”建设
活动的意见》两个文件，进一
步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公安
局作为视频监控建设的主力
军，指挥部成员之间加强协调
配合，切实督促指导，层层动
员部署，逐级落实责任，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并将视频监控
建设工作纳入到对各个派出
所的考核之中，以确保视频监
控全覆盖工作稳妥有序高质
高量完成。

县公安局对施工中可能
涉及到的部门，积极配合县委

政法委与地下管道的自来水、
电业、城建、园林、市政、燃气、
热力等部门进行协调沟通，保
证施工过程的安全、高效。施
工过程中的立杆、顶管等工程
会破坏土地，提前与有关部门
进行沟通，避免施工过程中对
管道、树木、公共设施造成破
坏，避免影响企事业单位正常
的秩序，避免给群众生活带来
不便。

公安局把视频监控全覆
盖工程作为强防范、保民安的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来定位，

本着科学、实用、覆盖最大化
的思路，对视频全覆盖工程建
设进行科学规划，着力构建全
方位监控体系。在全县各乡镇
主要道口、重点单位、重点村
庄、重要区域新建或改造治安
监控点。全县乡镇统一规划，
共同制定视频监控点位置，避
免乡镇之间监控点范围重复，
提高利用率，最终形成三圈视
频监控体系，充分发挥其在主
动打击、侦查破案、服务群众
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惠民联社召开全县农村信用社

不良贷款百日攻坚战动员会议

本报讯 为激发全员压
降不良贷款工作热情，近日，
惠民联社召开全县农村信用
社业务不良贷款百日攻坚战
动员会议，研究部署压降不
良贷款百日攻坚专项活动。
该联社班子成员，各部(中
心)经理(主任)和相关业务
条线工作人员，各基层社主
任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并学习了《抓

落实 防风险 促提升“为
商行筹建做贡献 全面提升
贷款质量”百日攻坚活动实
施防范》，对扎实开展本次专
项活动、持续提升该社信贷
资产质量进行了科学细致的
安排部署。会议现场，该联社
总部还与各基层社就完成四
季度不良贷款压降任务目标
分别签订了责任状。

(刘吉磊 朱安龙)

“这些麦苗部分叶片呈水烫样，是因为播种太深导致苗细苗弱，
前几天气温低对其造成冻害！麦农不用担心，更不需重新播种。”16

日，针对部分麦田出现冻害的问题，惠民李庄镇请来县农业局植保站
的专家现场诊断并指导麦农做好下一步生产管理。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董士达 摄影报道

专专家家把把脉脉小小麦麦生生产产

惠民联社：

“五项措施”助力

电子银行业务发展

本报讯 为加大电子银行营
销力度，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
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惠民联社
多措并举，加快推广电子银行业
务步伐。

一是充分利用LED显示屏、
室内电视、宣传栏等方式加大对
电子银行产品的宣传力度。

二是充分发挥营业柜员、大
堂经理、客户经理的优势，结合客
户服务需求和电子银行产品的特
点不失时机进行业务营销推介。

三是改变营销思路、提高服
务质量，制定电子银行回访制度，
一改“坐、等、靠”的传统思想，主
动出击，制定电子银行回访制度，
对于新发展的客户，采取谁发展、
谁负责，在5日内进行电话回访，
并登记电子银行回访登记簿。

四是逐步培养客户网银使用
习惯，让其体验农信电子银行所
带来的方便、快捷，提高农信账户
的动户率，从而带来存款等业务
的留存，对支取小额现金的客户
介绍到ATM,大力发展农金通业
务，进行业务分流。

五是结合“普及金融知识进
万家活动”，通过宣传，提高客户
网银使用体验度。

截至9月末，惠民联社网银客
户总数达到27992户，实现交易笔
数52 . 8万笔，交易金额304 . 25亿
元。 (吴璇)

惠民联社：

强化信贷管控工作

确保资产质量合格

本报讯 面对当前复杂的
金融形势，如何做好贷款管理工
作，是摆在农信社面前的首要问
题。目前，惠民联社的贷款市场
份额达到了50%以上，承载着县
域经济发展的顶梁柱的责任。为
了提高贷款的质量，惠民联社营
业部通过四项措施，有效保证贷
款质量，遏制风险隐患。

严厉管理审查贷款资料。对
于每笔发放的贷款手续，该社要
求客户经理认真审查贷款资料，
尤其对是提供的报表的勾稽关
系，更要小心敬慎，做到锱铢必
究，不要让贷款在自己的手中出
现瑕疵，做到贷前审查严格把关。

严格落实贷后管理工作。在
每笔贷款发放后，该社严格加强
贷款管理，彻底杜绝客户经理“重
放轻贷”的思想要，使每位客户经
理认识到贷款后序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坚持做到定期走访，严格按

“三办法一指引”的有关规定，严
格把控贷款的实际用途，做到实
贷实用，使企业能正真的做到“好
钢用在刀刃上”。同时，要求客户
经理做到对自己所管辖的贷款心
中有数，有的放矢，并做好到期贷
款的催收工作。

严肃作风建设防范风险。该
社在强化贷款管理的同时，还注
重对于员工作风的建设，要求每
位客户经理严格工作纪律，努力
提高自身素质，在面对形形色色
的客户时、在办理贷款过程中，
要坚守底线，强化自身的风险意
识、作风意识，防止客户用糖衣
炮弹进行诱惑，保持自身两袖清
风、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

严密做好信息保密工作。由
于银行工作的特殊性，做好信息
保密工作，是每个客户经理应该
牢记的职责。该社要求客户经理
对每一笔贷款都要做到“心里明
白，嘴上糊涂"。如果发现有泄漏
客户信息的事情，将受到严厉的
处罚，在必要的时候还将通过法
律手段进行制裁。 (佘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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