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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养鸡场
农商银行倾力相帮

驱车蜿蜒十几里，笔者一行
跟着相公庄支行员工走进一所现
代化养鸡场。欣农山谷——— 一所
颠覆传统养殖理念的全自动化养
殖企业，鸡舍没有一个人，喂养-
产蛋-收蛋-清理粪便，全部实现
机械化，鸡舍常年恒温22-25摄
氏度，无菌环境，食用的是经过筛
选的玉米饲料并搭配中草药，引
用的是地下300米的山泉水，两栋
鸡舍，14万只鸡，真正实现一心一
意产蛋，只产优质富硒蛋的目标。

大学毕业后，山谷负责人张
亮曾在蒙牛、思念等公司担任销
售经理，机缘巧合下进入蛋品行
业，后来又前往四川学习引进鸡
舍全自动化设备。“市场不缺鸡
蛋，但缺优质鸡蛋，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营养价值高、口感好的鸡蛋，
即便价格高于市场价，老百姓还
是有大量需求的”。

鸡舍建设初期，相公庄支行
积极进行走访，考虑这是一个资
金需求量大且前途光明的产业，
虽然前期建设投入成本高，但后
期人工成本及鸡崽病死率将会大
幅降低，发展前景及收益率可观。
经过多次走访对接、采集信息、对
比多款信贷产品优惠政策后，最
终向该企业提供“鲁担惠农贷”产
品，利用政策优惠最大限度为亟
需生产资金的欣农山谷提供资金
支持，最终为该企业申请100万元
信贷资金。据了解，该企业还积极
支持章丘区镇级“三变改革”，在
建的3号全自动化蛋鸡舍是章丘
区乡村振兴项目，肩负着石龙村
周围5个低收入村村集体的增收
任务。疫情当下，相公庄支行多次
走访对接，了解山谷资金及设备
安装、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并

以党建共建为依托，竭尽所能为
企业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困
难。

章丘铁锅如明镜
融合发展促提升

踏入孙匠铁铺的大门,“叮叮
当当”的锤打声不绝于耳,75岁的
老铁匠孙廷保正和兄弟一同打制
一口新锅。优质的章丘铁锅要经
过三万六千锤的锤炼才能形成独
特的“鱼鳞纹”锤纹，达到不粘锅
的效果，再好一点的铁锅用小锤
以古法打造，更是达到锅如明镜
的效果。2021年，“章丘铁锅手工
锻打技艺”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我从10岁开始
打铁，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咱们章
丘铁锅纯手工技艺发扬光大，就
是再打10年我也有劲！”谈及自己
干了一辈子的“营生”，孙廷保大

爷满满的自豪，也希望章丘铁锅
手工锻打技术能发扬光大，代代
传承。

自2021年孙家铁锅入驻章丘
农商银行智e购商城和“幸运大转
盘”活动以来，依托农商银行受众
广、服务网点多的优势，订单源源
不断，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纯手工
锻打技术的魅力。谈到与章丘农商
银行的合作，孙匠铁铺第五代传人
孙淑芹赞不绝口，“都是章丘本土
企业，服务的都是自家人，合作起
来也格外舒心顺手，能作为章丘特
色产品入驻智e购商城，让更多人
看到咱们的传统技艺不比那些图
层技术差，感到非常自豪”。

2021年以来，章丘农商银行
组建“百家联盟”活动，会集了各
类优质商户，以提供衣食住行优
惠为抓手，深入挖掘客户资源，做
到优势互补。正如孙匠铁铺与章
丘农商银行的合作，起初只是在

农商银行开了一个户，后来依托
农商银行的平台推广自己的产
品，开创了银企合作互补的典范。

农业科技显神通
惠农发展初心不忘

走进山东润源众禾生态农科
技有限公司，该园区占地600亩，
员工30人，年产值约1500万元，目
前主营产业为种植蔬菜、瓜果，苗
木培植，培育产品有美早樱桃、红
香酥梨、玉露香梨等特色瓜果，并
跟京东、汇源签署合作供货协议。

该园区以通过参加诸城商会
为契机，筹备组建新团队开发“预
制菜”项目，并计划引进新疆特色
西红柿种植技术。目前发展中存
在主要问题：一是技术产业推广
存在薄弱点，零散农户缺少种植
技术，“四防”技术不到位；二是农
业产业种植销售周期长，资金需

求旺盛，“三产”融合、预制菜发展
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

为助力园区发展，客户经理
马致远在充分了解园区产业情况
后，前后数十次前往园区，跟园区
总经理秦总反复探讨，以“鲁担惠
农贷”为依托，向该企业累计授信
400余万元，缓解了企业的燃眉之
急。

鸵鸟养殖新渠道
丰收致富有成效

深入曹范南曹范鸵鸟养殖
场，2020年，鸵鸟被列入家禽，允许
养殖，曹范小伙王某辞掉了银行
工作，回到南曹范全职养起了鸵
鸟，占地三亩地的养殖场里，养了
100多只鸵鸟。单只鸵鸟养殖每年
成本1400元左右，生长周期为一
年，成年后200-300斤，每斤鸵鸟肉
可达60元，鸵鸟蛋200元/个，颈部、
腿部可单独售卖，价格更高，单只
幼崽可卖到1000元，且经过驯化
的鸵鸟可以骑乘，鸵鸟抗病性强，
无需打疫苗，截至目前章丘区辖
内仅有两家鸵鸟养殖户，存在供
不应求的现状，饲养前景广阔。

近两年来，从最开始的五六
只，到现在的百余只，鸵鸟养殖农
户王某深有感慨，“做农业、养殖
业，周期是比较长的，希望扩大养
殖规模后，向周边村民传授养殖
技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也希望
后续扩大养殖规模后，农商银行
能积极给予资金支持。”客户经理
李鹏飞详细记录了他的信息，并
介绍了相关金融产品，留下来客
户经理名片，为后续营销打下了
坚实基础。

章丘农商银行坚守服务“三
农”初心，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
军作用，接下来将加大普惠金融
服务力度，更好地履行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职责，共同守护农
民丰收的果实，为地方经济社会
和谐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把金融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章丘农商银行多措并举助力农民丰收节

全区首例三维标测下房颤射频消融术完成
章丘区人民医院心脏介入手术进入新发展阶段

通讯员 秦慧聪

近日，章丘区人民医院
心内一科主任孙魁、主治医
生孟岩在齐鲁医院张凯教授
指导下，成功完成章丘区首
例三维标测下房颤射频消融
术。半个月内，心内一科在三
维标测下已先后完成包括房
颤、室上速、房速在内的4例
射频消融手术，为心律失常
患者带来福音。

孙魁介绍，房颤消融作
为一个大健康理念，将会成
为大量脑血管病患者的福
音，而三维标测指导则更精
细更准确，这也标志着医院
心脏介入手术进入新发展阶
段。

据悉，房颤为心房颤动的
简称，心房无规律地、快速地
跳动，心房率能达到350—
600次/分钟（正常情况下为
60—100次/分范围内），是一
种比较常见的严重心律失常
性疾病心脏疾病。在房颤的
治疗方面，靠药物转复房颤
临床效果差（多数不能维持
一年），且副作用大。在此基
础下，房颤心脏射频消融术
应运而生，伴随着探究房颤
本质的过程，导管消融也经

历了一次又一次飞跃。
传统的X光射线下二维

导管消融手术处理房颤等心
律失常疾病时，由于无法立
体显现心脏的解剖结构，使
手术医师很难判断心律失常
的发生机制和消融靶点，因
而常常出现“力不从心”的感

觉。三维电解剖系统的出现，
终于令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在可视系统下，医师们
在手术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
实时三维心脏解剖结构，同
时抽象心电信号也被转化成
为了不同颜色，让房颤手术
更加直观、安全、有效，已经

成为当今房颤心脏射频消融
术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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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颤消融术需要开刀吗？
房颤射频消融手术属于微创介入

治疗，不需要开刀，仅需要在左右侧大
腿血管（股静脉）穿刺2-3针即可，伤口
小，一般不留疤痕。

2、手术是怎么做的？
手术过程是在二维影像和三维重

建图像下完成的，阵发性房颤患者一
般仅需电隔离双侧肺静脉（房颤触发
灶）即可；持续性房颤根据病情和患者
情况可能会辅助性增加线性消融和片
状消融。

3、手术时间多长？
一般阵发性房颤患者手术时间在

1-2小时，持续性房颤2-3小时。预计手
术时间较长的患者，医生会给患者留
置导尿管，以免手术过程中患者膀胱
过度膨胀。

4、手术过程痛苦吗？
消融过程一般无痛苦，部分患者可

能会有轻微烧灼样疼痛不适感，为减轻
患者消融过程中的不适症状，手术过程
中会应用镇静、镇痛药物，根据患者对
药物反应不同，在手术过程中部分患者
清醒、部分患者处于半睡眠状态。

5、需要患者如何配合？
患者应在术前排空膀胱，手术过

程中避免深呼吸、剧烈咳嗽以及肢体
扭动。如有不适症状，如：头晕、恶心、
出汗、眼花、胸闷、气急等不适症状应
即刻告知手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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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区首例三维标测下房颤射频消融术。

又是一年丰收
时。金秋时节，章丘
农 商 银 行 多 措 并
举，走进田间地头，
为秋收后的村民送
上 暖 心 的 金 融 服
务，与乡里乡亲共
话丰收喜悦。截至8
月末，全行各项存
款余额 262亿元，
较 年 初 增 长 2 3 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
180亿元，较年初增
长1 4亿元，其中实
体贷款余额1 3 5亿
元，较年初增长1 3
亿元，多措并举助
力农民丰收节。

客户经理马延铜积极走访大棚种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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