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第284期

热线电话：(0537)2399971 Email：dzrb163@126 .com 微博：http://weibo.com/dzjn

□ 责任编辑 霍丽娜

(0531)85193299

扫描二
维码，在网
页中打开
并下载，轻
松安装新
锐大众客
户端

□张誉耀 赵萍 高文涛

2017年11月25日，是微山县高楼乡渭河
村船居户通电20周年纪念日。

20年前，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划拨30万元
专项资金，由济宁电业局组织并制订实施方
案，微山县供电局抽调180余名干部职工组成
施工队，于11月初的微山湖枯水期顶风冒雪
架线施工，克服自然条件恶劣、施工建设条件
难度大等种种困难，肩扛担挑、风餐露宿，短
短15天，就完成了高楼乡渭河村20 . 11公里长
10千伏追踪线路的架设工程，为船居户送去
了光明。因为通电，渔民燃起脱贫致富新希
望，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风雪中，电力铁军迎难而上

20年前，在微山湖的大湖深处，如夜空
中点点繁星一般地漂着一些船居户渔民，他
们居住分散，靠打鱼捕虾为生，为了生计一
年到头在大湖里游荡。电，对这些在湖上从
事劳作、生活的渔民来说，十分珍贵，生活
稍好的人家备有柴油发电机或蓄电池，但也
轻易舍不得用，煤油灯、蜡烛是他们日常生
活照明的主要器具，盼电，成为渔民心中最
大的梦想。

1997年9月，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怀着对渔民群众
深厚的感情，济宁电业局作出实施渭河船居

户跟踪供电工程的重大决策。
湖水浅，驾不得船，沼泽深，立不住

杆，用户分散，交通不便，深秋芦苇密且
干，寒流带来一场冰雪冻雨，气温骤降至12
摄氏度以下……11月初，一场输送光明的攻
坚战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打响，从微山
供电局机关到基层供电站所，抽调的180余
名施工人员，分为三个施工队进入大湖深
处。

工程全面启动后，在20多公里的战线
上，处处可见电力工人忙碌的身影。由于供
电线路大都穿越芦苇滩沼泽地，施工中遇到
的难题接踵而来。首先是物料运输难。电线
杆先要运到距离湖岸较近的江苏省沛县，然
后再拉到10公里之外的运河东岸。从运河岸
边的房村码头，到施工点的最近距离也有5
公里的路程。大湖封冻，卸放在码头的电线
杆无法船运。看着码头上堆放一起的水泥线
杆，大家全都傻了眼。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组织由人力运送：
10至20人一组，用绳子拴住线杆一头，拉纤
一样地从陆地拉到湖滩。一旦化冻，他们便
将两只小船绑在一起，将电线杆放在小船
上，在淤泥里一米一米地向施工工地拖行。

“10米长、约1500斤重的80多根电线
杆，就是这样被同志们一根又一根地运到了
指定地点，太辛苦了。” 时任线路设计定
位并担任第一施工队队长的宗士民介绍，虽
是天寒地冻，但干涸的湖滩底部泥质松软，

工程机械不能进入，不仅运送线杆全部需要
手抬肩扛，挖掘线杆坑基也必须钎凿镐刨。
挖出半米深，积水很快漾了出来。大家摘下
安全帽一下一下向外舀。高强度的劳动与震
动，加上风雪吹打，很多同志的手背红肿起
来，裂出一道道血痕。”

有了电，渔家生活富而美

战风雪，斗严寒，无私无畏；赶工期，
保供电，义无反顾。经过15个日日夜夜的顽
强拼搏，跨越湖区的供电线路如一道彩虹展
现在人们面前。

1997年11月25日上午10点18分，随着
“咔嚓”一声，船居户家中电灯如启明星一
般亮了起来，船居户为表感激之情，在床单
上写下“人民电业，情系渔家”送给施工人
员。

“那天晚上，是个不眠之夜，大家围着
自家船上的电灯静静地看着，一直到天亮，
说啥也舍不得离开电灯一步。从头天一早到
第二天放亮，鞭炮噼里啪啦地就没有停过，
真比过年还要热闹哩，你无法想象，对于我
们这些整天漂着的船居户来说通电是我们不
敢想的，可是供电局的同志们却让我们用上
了电。”回忆往事，渭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
东喜不自禁。

“有了电，船居户的生产生活一年一个
样。我们相继架设路灯40盏，安装护栏300余

米，悬挂霓虹灯带3000米，铺设村居住河两
岸及鱼池埂石板路2000米，建设湖内游乐场
12处、垂钓点18处、渔家生态旅游点4处，改
造高标准住家船50条……”谈起通电后的可
喜变化，村党支部副书记化明有如数家珍。
随着电能的不断增容和电力设施的不断完
善，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村民
收入由少到多，由贫穷走向富裕。

“原来结婚时，买的家用电器都是摆
设，通了电，都能用起来，一些需要冷藏的
药品，诊所里也全备上了。”渭河村村民化
静告诉记者，家里空调、电视、电脑、冰
箱、电磁炉一应俱全，生活和陆地一样方
便。

村里还将景区周边的小景点以及渔家
乐、养殖基地“聚合”起来，成立“旅游合
作社”抱团发展，你开饭店，我办宾馆，他
建垂钓区，小日子红红火火起来。

在养殖区，小型网箱、大型围网密匝匝
地连成一片；鱼塘、虾池有序排列，阳光下
如一面面镜子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潾潾的水
波里，充氧机正在运行，泛起晶莹的水花。
“原来就是自然养殖，天气闷热时，眼看着
鱼虾缺氧死掉，无能为力，有了电，开上增
氧机，养殖产量是过去的3倍还多。”化明
有说，村里的大闸蟹和北美白对虾，已经名
声在外。

无形的电，如春风、似春雨，滋润着秀
美的水上渔村。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在农村，一些产业由于缺少资金，发展受
阻，不少农民面临融资难题。

去年起，汶上县围绕如何盘活农民手中
的资产，将农房产权变为用于经营的“活钱”，
在抵押担保方式和抵押品处置方式上创新，
进行农房抵押贷款试点。一年多来，试点的情
况如何？农房抵押贷款能否真正缓解创业农
民的融资压力？银行在放出贷款后有没有风
险顾虑？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查。

“钱都盖房了，拿什么创业？”

11月8日，走在汶上县中都街道办事处小
秦村的乡村小路上，路两旁随处可见农户摊
晒的柏籽、芡实、酸枣核等中药材原材料，夕
阳下，一栋栋小楼伸出长长的影子。“我们村
有260户村民从事中药材加工，是全国著名的
中药材加工基地，其独创的柏籽加工工艺被
列入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小秦
村党支部书记梁全说，很多村民靠种药材加
工赚钱盖了房。

吕延芝从事种药材加工有近20年的时间
了，前几年他花了30多万元盖了一处漂亮院
子，再加上购买了两台柏籽筛选机，就没有了
多余的资金来进一步扩大药材加工规模。“原
材料单价较高，而加工利润却不高，主要靠走
量，量越大挣钱越多。”吕延芝介绍，中药材加
工有资金短缺、压货严重、账期长等特点，他
一度感到无奈：“没钱购进更多的原材料，看
在眼里的钱却赚不到。”

他学着村里其他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可
贷款之路异常艰难：“贷款需要有拿财政工资
的人出来担保，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认识
领财政工资的？”无奈，他只能和村里其他中
药加工户联合起来进行联保贷款。可是这样
风险非常大——— 一旦出现贷款还不上的情
况，又没人站出来替别人偿还，联保的每一家
都要受到牵连，信用受到影响，以后就再也无
法从银行贷到款了。吕延芝一度很后悔当初
那么着急盖房子。

沉睡的农房变周转“活钱”

吕延芝心情得以释然是在去年初。汶上
县被列入山东省首批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县，
一方面，当地分成6个标段同时推进招标测
绘、权属调查、登记公示、确权颁证等工作，推
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所有权实行

“两证合一”。另一方面，为缓解金融机构“无
权证不担保”的信贷政策顾虑，汶上县创新担
保方式，为未确权的农房做加法，通过附加村
委会证明、公证、担保函的方式，组织金融机
构创新推出“公证抵押”贷款、“银农协议+村
委证明”贷款、“抵押担保函”贷款3种贷款模
式，破解了“无权证抵押难”的难题，推动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快速投放。

听说了这个消息，吕延芝随即就用新房

子作抵押，向汶上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申请了
20万元的贷款，程序简单快捷，款项不到3天
就到位了。利用这20万元，吕延芝一年之内能
够“买进卖出”4次，每周转一次，就相当于把
20万元的价值翻一番，对他来说，20万元就能
起到80万元的作用。

“我们以前做柏籽加工一直都是采用赊
销的方式，收货方回款特别慢，经常三四个月
不打款，就靠自己手里这点钱根本没法扩大
生产。”梁全也有自己的中药材加工厂，去年7
月，他通过自家宅基地上建的三层楼房作为
抵押，成功申请了30万元贷款，款项作为补充
中药材加工所需的流动资金，家庭年收入已
超过20万元。

目前，全县贷款试点银行已经扩大到5
家，截至9月末，汶上县金融机构发放以上3类
贷款3382笔，贷款余额达32648 . 04万元，已有近
4000户得到了农房抵押贷款的帮扶，解决了
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难题。

农房能让银行放心放款吗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虽然汶上县在
全省农房抵押贷款试点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
好成绩，但很多银行也是不无顾虑的——— 万
一农户还不上贷款，如何处置？农房在银行手
里能卖出去吗？如果能卖出去，又能卖多少
钱？

处置难是当地参与此项试点的几家银行
面临的共同难题。汶上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副
行长崔相鲁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经发放农
房抵押贷款2 . 3亿元，虽然不良贷款率仅为
1 . 06%，但这仍将大大增加银行的放款顾虑。
他们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的处置方案就是通过
村委会进行三方协议处置。

中国人民银行汶上县支行行长蔡文建介
绍，农房抵押贷款兴起于南方经济较发达城
市的农村，一旦发生贷款方还不上贷款的情

况，抵押房屋可顺利转让。而汶上农村的房屋
并不容易出手。他坦言，开展农房抵押贷款和
当地的经济发展条件、城镇化率等有着很大
的关系。

为减轻金融机构的风险顾虑，汶上县设
立了500万元的风险缓释金。同时，为提高法
人金融机构投放农房抵押贷款的积极性，中
国人民银行汶上县支行通过向上级行争取，
在信贷调控方面给予充分支持，截至9月末，
增加调控规模4 . 36亿元。向汶上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汶上农商行2家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支农
再贷款1 . 8亿元，树立信贷政策支持导向。

当地还协调引入山东融资财信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汶上支公司，与济宁银行汶上支行分别合
作开办农房抵押贷款担保业务和保证保险业
务，截至9月底，办理贷款担保3笔40万元、贷
款保证保险1笔10万元，在风险补偿机制建设
上实现了新突破。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李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1日上午，济宁高新区2017年第四

季度2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红星爱琴海城市综合体项目
当日奠基，2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24 . 7亿元，涵盖装备制
造、新材料、大健康医疗、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本次集中开工的20个重大项目，从行业分类看，产业
项目占85%，其中装备制造业项目7个，新材料产业项目4
个，大健康医疗产业项目3个，服务业项目2个，节能环保
项目1个，特别是远山第三代新材料、中关村纳米科技、
鲁华龙心中药高端制剂等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加速聚集，
对区域转型发展具有较好的引领作用。

前10个月，济宁高新区在谈项目达69个，意向投资
600亿元；签订合同项目26个，合同利用市外国内资金290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84%，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船居户通电20周年———

微山湖深处，渔家灯火通明

“沉睡”农房能否缓解农民融资难
汶上县试点农房抵押贷款，破除“无权证抵押难”桎梏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1日上午，济宁市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团成立暨宣讲工作动员会议在运河宾馆举
行，标志着市委宣传团正式成立，并将赴各县市区和功能
区开展集中宣讲。

济宁市委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安排好市委宣
传团的宣讲工作，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包括
离退休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学校师生参加听讲。要发挥
好讲师团、党校、干部政德教育学院、高校、社科联和社
科理论工作者等队伍的作用，将集中宣讲与经常性宣讲结
合起来，用好齐鲁大讲坛济宁分坛、理论大众化示范点、
理论宣教基地、社科普及基地、“四有五讲”基层讲堂等
平台，深入开展层层宣讲，努力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

济宁成立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济宁高新区

2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24 . 7亿元

□记者 孟一 报道)
11月10日，第二届创意济宁文化产品设计大赛公布比赛结果，由设计师马俏设计的《孔子六艺“我们的孔爷爷”卡通形象周边边》摘

得桂冠。图为第二届创意济宁文化产品设计大赛参赛作品。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苑小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这批美国进口的机械零部件昨晚到港，

今早就能提箱。”11月7日，济宁海程邦达报关有限公司代理
报关的5票报关单快速放行后，该公司经理赵磊表示，新的
征税方式就像实现了“自助通关”，速度更快了。

让赵磊所在企业获益的，是“自主申报、自主缴税”
的征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进出口企业、单位自主向海
关申报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税费电子数据，并自行缴纳税
费。“自报自缴”改变了原有的“先审核后放行”的作业
模式，实现了货物放行时间提前，海关运用风险管理方式
将审核后移，进一步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降低了企业贸
易成本。“现在，‘自报自缴’已成为全国海关通关一体
化改革中的重要一环。”青岛海关隶属济宁海关通关科科
长陈维介绍。

济宁近半应税报关单

实现“自报自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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