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能够渡过难关，
真是多亏了农行的800万元
贷款，如果没有农行支持，
我们这个企业早就破产倒
闭了。”茌平县能通密度板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念
金逢人便说。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
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制约
瓶颈。4月17日，李克强总理
在主持召开的金融座谈会
上专门强调，金融机构要加
强对小微企业服务，着力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作为服务“三农”的国
有商业银行，县域小微企业
一直是农行服务的主要群
体。近年来，农行茌平县支
行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为
小微企业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4年累计发放贷款12 . 5
亿元，扶持40多家小微企业
成长壮大。

为提高服务水平，农行
茌平县支行从机制建设、资
源配置等方面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倾斜，成立专门服务
中心，配备专职客户经理，
制定专项考核办法，并对小
微企业贷款规模实行敞口
管理，上不封顶。该行还建
立了一整套专门服务于小
微企业的评级、授信、调查、
审批等操作流程，尽量减少
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
提高办贷效率，办理一笔小
微企业贷款时间由原来的7
天缩短到3天。

针对小微企业因财务
管理不规范、信用评级低而
达不到信贷准入条件的，该
行将免评级、免授信的小企
业简式快速贷款作为主打
产品来推广，今年，累计发
放简式快速贷款1 . 1亿元。
并且，积极协调符合条件的

担保机构准入，发展了担保
公司担保、企业资产抵押、
企业间互保等多种担保方
式，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融
资难、担保难的问题。

即使到了经济下行时
期，对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
的小微企业，农行茌平县支
行始终不离不弃，坚持不压
贷、不抽资、不减贷，全力维
持企业资金链安全。截至4
月26日，小微企业贷款较年
初增加5600万元，增幅高于
全行贷款12 . 13个百分点。
为了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
成本，农行茌平县支行加快
产品创新，大力营销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押汇、议付
等低成本金融产品，1-4月
份，累计办理低成本金融产
品7800万元。

刘涉 于运祥 李睿

农行茌平县支行为小微企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聊城农行进一步增强

服务“三农”战略定力，围绕
“四新”持续提升“三农”服
务水平，播撒普惠金融火
种。

一新：增加新网点，覆
盖空白乡镇

强化担当社会责任，通
过建立金融便利店、惠农服
务点、助农取款服务点实
现了乡镇网点金融服务基
本覆盖，使老百姓实实在
在 得 到 了 实 惠 ，“ 足 不 出
村”便可办理业务，解决了
农民取钱难的头疼事。目
前，聊城农行 1 8个金融便
利店项目已落实规划，其
中3家已试营业；建成惠农
服务点5669个，助农取款服
务点3596个，布放电子机具
1 . 5万台。
二新：引入新技术，提升服
务效率

为进一步为客户提供
便捷、高效的金融自助渠道
服务，聊城农行加大资金投
入，引入上级行研发的“超
级柜台”，在 辖 内 全 面 推
广。该智能设备可实现绝
大部分个人非现金业务的
办理，在人工智能触屏引
导下，客户凭身份证便可
自主发出业务申请，轻松
点击所需服务，就能办理
个人开卡、理财签约购买、
电子银行签约等50多项业
务，其强大的业务功能、快
速的处理速度和人性化服
务，显著改善了客户的金融
服务体验，提升了服务效
率。

三新：开发新产品，解
决抵押难题

积极推广有效发展模
式，研究“林权质押”、“一权
一棚”等新型抵押模式，以

我行试点银保结合的保证
保险农户贷款、生物资产抵
押农户贷款为契机，有效对
接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解
决抵押难题，大力发展农户
贷款业务。同时着力做好农
民新居贷业务，解决农民购
房资金需求，目前已发放新
居贷3200万元。

四新：传递新知识，宣
传深入人心

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
增强农民金融意识和金融
知识水平，聊城农行组织开
展了“送金融知识下乡”、

“整治银行卡非法买卖宣
传”、“防范电信诈骗”、“电
子银行进校园”等金融宣传
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系
列活动，进一步提高金融知
识的普及率，宣传深入人
心。

焦博 李睿

聊城农行突出“四新”播撒普惠金融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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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学校义务讲学，足迹遍及城市乡村

大大学学教教授授的的校校外外““国国学学讲讲堂堂””

宁登国说，在讲国学的
过程中，他体会最深的，就是
很多人通过听国学，感觉现
在很多人都“做小了”，做成
了“小人”。我们的国学，我们
的经典，就是呼吁我们要做
大写的人。“修身治国平天
下 ”、“ 国 家 有 难 匹 夫 有
责”……先哲们的家国情怀，
告诉我们人生要有大格局。

“研究生考试面试，我问
学生，看过的哪本书对他们
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宁登国
说，很多学生抓耳挠腮，回答
不上来。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读书太功利了，没有用心去
读一本书，“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人要有理
想，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夫孝，天之经，地之义”，
古人讲，孝道是天经地义的
事，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
尊敬师长，如此一来，各种关
系都理顺了，追求理想也有
了根基。

现在社会上兴起的国学
热，一方面是国家层面，各级

各部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
大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也
是人们追求信仰所致，但也
有的是利益所趋。能重新认
识和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可以说是赶上了好时代，可
是若是因利益驱动而去弘扬
国学，则又好似另外一种形
式的重蹈覆辙。

谈及未来的打算，宁登
国说，他的讲堂会一直坚持
下去，现在也在选取一些真
正热爱国学的人，培训他们
做讲师，让更多的人去讲授
国学。“你是蜡烛，就照亮这
一片；你是电灯，就照亮整个
房间；你是太阳，就普照大
地。”宁登国说，人贵有自知
之明，能照多远就照多远，在
弘扬国学的路上，他一定会
尽己所能，尽力而为。

在义务讲学的过程中，
让他感到最欣喜的，是孩子
们的变化。从小就要让孩子
们找到心灵的根基，国学教
育，从孩子入手，通过孩子影
响家庭，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经典是人们心灵的根基

国学要从娃娃抓起

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
导师宁登国在聊大开设的明道论坛。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从发现“乡村儒学”走向校外，让“学而时习
之”成为现实，到义务讲学，让一大批人重新收获
理想、找到人生方向，短短一年的时间，聊城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
师宁登国的国学讲堂，已经遍及学校、乡村、政府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

从探访“乡村儒学”走向校外
这次见到宁登国老师，他

刚刚为一家企业讲完国学回
来。自从到社会上弘扬传统文
化、开设国学讲堂，他的时间总
是被排得满满的，五点回到学
校，晚上七点半还要讲课。

“ 学 而 时 习 之 ，不 亦 说
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中国古代文学硕士
生导师宁登国说，总感觉高校

“学”有余而“习”不足，所以他
一直有一个愿望，如果能有一
个机会，到社会上去讲学该有
多好，或是哪个企业老板面向
社会办一所学校，让他去讲一
讲也好。在他看来“独乐乐，不
如众乐乐”，好东西要和大家
一起分享。

他清楚的记得，就在去年
6月26日，在网上看到“乡村儒
学遍地开花”的消息后，他带
着满心疑惑，自己开车到了茌
平县韩屯镇。“去之前我就在

想，一个镇能将儒学弘扬到什
么程度”，他说，可是当到目的
地的时候，“徳义韩屯”、二十
四孝故事宣传画却给了他深
深的震撼。

到了韩屯，他走到企业家
刘庆涛开办的道德学校。“他
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企业涉
及多个产业，身家过亿。”宁登
国说，他没想到这样一位企业
家能甘心做一名专职弘扬传
统文化的志愿者。

“他给了我更大的震撼，”
宁登国说，道德学校也需要他
这样的高校老师，如果他能去
讲学，道德学校更是如虎添翼。

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这么不经意间，宁登国实现
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不仅
在韩屯，还在刘庆涛在聊城的
家里，两层的房子，一楼是满
满的经典书籍，二楼则是国学
讲堂。

君子喻义，义务讲学收获感动
“义务讲了将近一年的国

学，您有什么体会？来听课的
学生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听到这些问题，宁老师也
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
多人喜欢听国学，即使刮风下
雨也要来？人是有灵性的动
物，除了物质，还有精神，现在
很多人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可
仍然不幸福，为什么？因为他
们没有信仰、精神上荒芜。

国学讲堂上，没有领导，
没有压力，也没有勾心斗角，
就是谈论人生，探讨人生的追
求和意义，所以很多人把这里
当成精神家园。“很多人都对
我说，宁老师，是您救了我，是
您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您
让我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种
活法。”宁登国说，东阿有一个
家庭，来之前夫妻两人都快离
婚了，后来来听国学，再后来
一家三口，甚至将家在济南的
弟弟一家也一起叫过来，一起
听，他跟孩子讲《弟子规》，学
习《大学》、《论语》、《中庸》，从
里面学到了做人之道，现在全
家都是国学的积极分子，他还

来做义工，成为了这里的国学
讲师，为了能讲好，他先在家
里给妻子讲，让妻子提问题，
再到课堂上讲。

侯营镇上有个小学校长，
以前脾气特别暴躁，刚来听课
的时候，大家看他一脸横肉，
都不愿意搭理他，可是后来，
他听了课之后，改变了很多，
甚至全身心地付出……

这样的例子讲好几天都
讲不完，宁登国说，在这不足
一年的时间里，除了这里的讲
堂，他还去过茌平县的幼儿
园，阳谷的七级中学，也去过
公安局、建委等政府部门，以
及电厂、国家电网等企事业单
位。讲完后，有的单位要给他
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宁登国说，他坚持义务讲
学，在他看来，在这一年的实
践中，他自己也得到了提升，
在这一年中，他收获的感动和
精神提升，是用金钱换不来
的。“我以前讲课的时候，没有
感觉，通过给社会上的人讲，
我体会到，要感动别人，首先
得感动自己。”

本报聊城5月14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金淑红 ) 记
者从聊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冀
鲁豫三省八市治理车辆超限超
载工作联席会议在聊城召开，济
南、德州、滨州、泰安、聊城、邯
郸、邢台、濮阳等省市交通运输
治超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据悉，会上，各市交通运输
治超机构分别介绍了治超工作
开展情况，并确定了“依法严管、
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区域联动”
的总体思路，建立八市统一组
织、信息共享、密切协作的交通
运输治超执法网络和区域联合
执法联动工作机制。

会议决定设立信息共享机
制，设立专职联络员，探索搭建以
互联网为平台的违章车辆信息联
网系统，设立专职信息员，实现各
市违章数据相互共享，对超限率
高、冲关闯卡等严重违法车辆，八
市建立黑名单数据库，以便在路
检路查中组织查处；同意建立治
超协查机制，对长期不接受处理
车辆，违法车辆户籍地治超机构，
将违法车辆信息录入违法车辆处
理系统，并通知运政机构进行信
息锁定，作为路查重点并通报车
辆所属单位，督促当事人到违法
行为发生地进行处理。对开展集
中统一执法行动期间的冲关闯卡
车辆，要及时通报给毗邻市县，获
通报一方应予配合查处。

此外，会议还决定建立应急
机制，各市根据本地实际，针对可
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制定相应
的应急预案，同时，积极协调当地
公安部门，强化应急处置措施。

三省八市联席

治超会在聊召开

本报聊城5月14日讯(记者
张召旭)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的便
利出行、美化城市环境。自3月中
旬开始建设，由聊城市市政公用
局高规格设计、高标准实施的城
区兴华路人行道升级改造工程已
顺利完工。

兴华路人行道提升改造工
程是今年市委市政府重点城建
项目之一，该项工程东起柳园路
西至运河桥，全长1989米，新铺人
行道坚持高标准施工，道路结构
全部使用15cm厚度基层，3cm水
泥砂浆垫层，上部面层铺设采用
5cm厚花岗岩人行道板，并设置
高规格路沿石。改造后的人行道
坚固美观，便民服务功能有了极
大提升。

兴华路人行道

铺装改造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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