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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之窗 . 综合

支持产业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
凤县与农行宝鸡分行签订合作协议

前不久，凤县人民政府与农行宝

鸡分行签订合作协议，“十四五”期间

农行宝鸡分行将投放不少于 30 亿元

的融资额度，支持凤县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这不少于 30 亿元的融

资额度，将在“十四五”期间支持凤

县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

发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建设行

动、数字化农业等发展，构建信息化

服务网络，加快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平台上线应用，以及“惠农通工程”转

型升级等，以更有力、更高效、更优质

的金融服务，为凤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输血供氧”。据统计，今年一季

度，农行宝鸡分行已向凤县投放法人

贷款 1.8 亿元。当天的签约仪式上，

还现场为凤县东岭锌业、陕西鼎川织

业、凤县恒力农业等四家企业授信

2.9 亿元。

今年 1月至 4月——

我市贷款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笔者日前从市金融办获悉，今年

1 月至 4 月，全市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

2170.19 亿元，同比增长 17.9%，贷款

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我市金融杠杆调节稳

中有序，银行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

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资金优势，用好

用足信贷政策，全力支持经济建设稳

步发展。截至 4 月底，全市银行本外

币贷款余额 2170.19 亿元，新增贷款

133.15 亿元 ；余额存贷比 62.15%，

新增存贷比 105.31%。此外，全市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675.79 亿元，同

比增长 12.37%，增量累计为 155.65

亿元。金融机构围绕全市高质量发展

主线，努力提升服务质效，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为区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近日，浦发银行宝鸡分行员工

代表来到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公益

慰问活动，给孩子们送去了礼物和

祝福。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心

手相牵 爱心传递”，旨在弘扬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积极践行金融机构

的责任担当，进一步推进浦发银行

“浦献爱心”特色党建品牌建设。这

也是该行从去年以来，在市儿童福

利院开展的第二次公益慰问活动。

当天，员工代表向儿童福利院捐赠

了陶艺制作工具、足球、水彩笔等价

值近 1 万元的生活用品，并详细了

解收养的孤残儿童情况，以及他们

的日常生活状况。大家了解了福利

院的工作性质，表示希望以后能多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孩子们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同时，也号

召更多的热心人能够参加这样的公

益活动，把更多的爱带给这些可爱

的孩子。

传递浦发温暖，贡献浦发力量。

一直以来，浦发银行宝鸡分行以“浦

献爱心”特色党建品牌建设为抓手，

不断推进公益活动常态化、长效化，

用实际行动传递浦发银行“同心跨

越”的企业文化。

最近，笔者从工行宝鸡分行了

解到，为了让广大工行社会保障卡持

卡人享受到更加优惠的公交车乘车

服务，该行从今年 1 月份开始的乘公

交立减 1 元活动延长至 7 月 16 日，

市民乘坐公交车使用工行手机银行

App 或云闪付绑定工行社保卡支付，

可享受立减 1 元优惠。

本次活动旨在倡导绿色出行、

低碳生活，是工商银行e 支付惠民

示范工程的延伸。客户使用工行手

机银行App 或云闪付绑定“62”或

“9”开头的银联单标卡（推荐绑定使

用社保卡），点击App 首页右上角

“+”—付款—生成二维码，在公交

车闸机处扫码付款，即可享受立减 1

元优惠（不超过 1 元的票价，仅需支

付 1 分钱）。同一用户每日可享受两

次优惠，每日共 3500 个名额，先到

先得，用完为止。

一直以来，工行宝鸡分行以市场

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利用互联网技

术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获得各方认可。   

邮储银行宝鸡市分行 ：

粮食贷为夏粮收购保驾护航
日前，笔者从邮储银行宝鸡市分

行获悉，该行投放的“粮食贷”不到 10

天时间，已向粮食购销行业发放贷款

1.2 亿元，为我市夏粮收购有序开展

提供了金融保障。

据介绍，从 4 月份起，邮储银行宝

鸡市分行辖内陈仓、凤翔、岐山、扶风

等各县区支行，就已经组织召开了粮

食收购行业贷款产品推介会，让更多

粮食收购商了解到“粮食贷”产品的各

项政策。此外，为缓解粮食收购商担保

难问题，该行还积极与陕西省农业信

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接，创新推出

“邮农宝”模式下的“粮食贷”产品，有

效缓解了收购商担保难问题，目前已

有 60 余名收购商获益。“贷款简便利

率低，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热情，邮储银

行的这款‘粮食贷’，帮我备足了收购

资金。”看到到账的 330 万元贷款，陈

仓区收粮户车先生乐呵呵地说，有了

这笔资金，他今年收粮底气十足。

邮储银行宝鸡市分行作为服务

“三农”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

力军，针对夏粮收购，坚持提早谋划、

超前行动，提前对我市粮食部门、粮

食储备库、大型粮站以及粮食收购户

进行走访调查，充分了解粮食收购价

格走势、资金需求等，为后期贷款有

序发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

该行储备的近亿元贷款资金正在陆

续投放中。

两项福彩刮刮乐活动在我市举行 —— 

筹集福彩公益金 32 万元
日前，由市福彩中心开展的宝

鸡刮刮乐“百店联销好运来”活动以

及省福彩中心开展的“周末喜相逢，

刮刮乐翻天”试点活动同时在我市举

办。据悉，活动当天共筹集福彩公益

金 32 万元。

5月 29日一大早，我市参与“百店

联销好运来”活动的投注站业主早早开

门，将一本本包装完好的“好运来”摆放

整齐，做好准备迎接彩民朋友到来。上

午 8时，全市统一开刮，彩民朋友纷纷

走进投注站，选择属于自己的幸运。一

本、两本……最终，20 万元“好运来”

最高奖金在渭滨区神农镇益门堡市场

福彩第 61030175 号投注站被刮出。更

幸运的是，在省福彩中心派奖活动支持

下，中奖彩民还额外获得了 10万元的

派奖奖励，最终收获总奖金30万元。

同日，省福彩中心开展的“周末喜

相逢，刮刮乐翻天”试点活动也在宝鸡

福彩蟠龙路刮刮乐示范店举行，在妙

趣横生的互动游戏中，“橙意满满”全部

奖项现场被刮出。当天，宝鸡“百店联销

好运来”派奖活动、“周末喜相逢 刮刮

乐翻天”试点活动圆满结束，共销售福

彩刮刮乐 160 万元。
宝鸡分行

卡
生活

 （本组稿件均由李晓菲采写）

张九毜 ：

为国防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罗锐

“导光控显面板的夜视兼容材料生产

技术原来一直被欧美国家封锁，价钱高不

说还经常断供，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受他们

的制约了。”日前，宝鸡市航宇光电显示技

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九毜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骄傲地说，经过他们上百次的

反复实验、攻坚克难，在2013年就研制出

了国产化导光控显面板的夜视兼容材料。

导光控显面板类似于汽车上的仪

表盘，通过电脑控制显示飞机、坦克、舰

船运行中的各项指数，生产该产品所需

的夜视兼容材料一直被美国、德国等国

家垄断。为打破技术壁垒，张九毜研究

团队不断研究国外产品，分析其工艺和

技术，最终实现了大批量、价格低、高效

率生产，为自主化生产积累了经验。

张九毜是福建人，于 2001 年注册

成立了宝鸡市航宇光电显示技术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20 年来，张九毜心系国

防建设，把最初不足 10 人、年产值不过

百万元的小企业，发展到目前拥有 130

余名员工、年产值近亿元的高新技术企

业，累计为军民用飞机、兵器、火箭军、

航天等单位提供超过 15 万件（套）高性

能产品，是目前国内配套全、质量优、规

模大的机载多功能导光控显产品和高

端航电设备专业研发生产厂家。张九毜

先后获得全国工商联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陕西省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宝鸡市

第十一批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等称号。

景富春 ：

做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本报记者 罗锐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人

民医院被确定为我市首批收治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的定点医院，该院感染性疾

病科主任景富春担任临床救治专家组

组长，成了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牵头制定防疫工作流程、协助搬

迁改造隔离病区、全权负责隔离病区和

发热门诊工作……景富春不惧挑战、冲

锋在前，和专家一起对可能的疑似病例

进行会诊，成为医院里最忙的人。最终，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该院在新冠肺炎

疫情面前，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务人

员零感染、社会零扩散。

今年 52 岁的景富春是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博士。从医 20 多年来，他主要从

事肝病和传染性疾病诊疗工作，先后成

功抢救治疗肝硬化合并消化道出血、肾

综合征出血热、手足口病及其他疑难发

热性疾病患者上千例，为数万名肝病和

感染性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得到了病

人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近年来，景富

春担任了中华消化心身联盟陕西省理

事、陕西省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常

委和宝鸡市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

主任委员等 10 个中省市级学术组织的

职务，还是国际某知名学术期刊杂志审

稿人。他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获省级

科技奖 2 项、市级科技奖 3 项，先后被

评为宝鸡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宝鸡

市科技创新十佳医师标兵，还荣获了宝

鸡市五一劳动奖章。

6月 5日至 6日，“西北脊柱微创

高峰论坛暨陕西省脊柱外科新技术培

训班、陕西省椎间盘内镜修复研讨会暨

宝鸡市医师协会脊柱外科分会成立大

会”在我市举行，省内外 200 余位脊柱

外科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为进一步搭建学术平台、整合多学

科技术力量，促进西北脊柱微创技术发

展，推动西北五省区椎间孔镜技术发展，

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分会、陕西省脊柱学会

微创学组、陕西省保健学会骨科内镜专业

委员会、宝鸡市医学会骨科分会、宝鸡市

医师协会主办，宝鸡市中医医院（宝鸡市

骨科医院、宝鸡市中医药研究所）承办了

此次大会。会上，30余位国内著名脊柱

外科大师和脊柱微创专家，共同回顾脊柱

外科经典理论、阐述微创原则、展望未来

方向，集中体现并展示微创脊柱外科新技

术、新成果，围绕全脊柱内镜、椎间盘纤维

环修复和镜下融合三个专题进行学术交

流。同时，会议还安排了2台内镜手术直

播，充分展示了脊柱外科领域新进展、新

应用，让参会医护人员受益匪浅。

在 6 日上午举行的宝鸡市医师协

会脊柱外科分会成立大会上，宝鸡市

医师协会秘书长罗晓辉宣读了关于成

立宝鸡市医师协会脊柱外科分会的批

复文件，举手表决通过了委员候选人

名单。随后，委员们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投票，选举市中医医院脊柱二科主任

卫建民为宝鸡市医师协会脊柱外科分

会第一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会

现场，为新当选的第一届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颁发了聘书。

市中医医院自2011年在西北地区

率先开展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术，目前已扩展到复杂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管狭窄症、颈椎病、脊柱结核的治

疗，脊柱微创手术无论从数量还是技术

上，都已跻身西北五省区乃至国内前列。

此次在市医师协会支持下，该院牵头成

立了宝鸡市医师协会脊柱外科分会，将

极大地促进我市脊柱微创技术及学科发

展，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孙晓梅）

6月 5日，2021年中西医结合学会

颈动脉高峰论坛（宝鸡站）暨老年血管病

规范化诊疗及新技术培训班在宝鸡市举

办，当天，特邀1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围

绕颈动脉及老年血管疾病最新诊疗展开

多学科、多角度、深层次的研讨。

众所周知，脑卒中是一种致残率

极高的疾病，其中颈动脉疾病又是导致

卒中发生的高危因素，如果早期发现颈

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并加以科学规范

的治疗，就可以大大降低脑卒中的发生

率。近年来，我市的颈动脉疾病诊治水

平虽然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未达到普

及、均衡的状态，尤其在一些疑难复杂、

高危的颈动脉疾病诊治上缺乏经验，因

此迫切需要汲取营养、拓宽视野、提升

技能。当天，莅临授课的专家分别是来

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博

华，中日友好医院的刘鹏、叶志东等，他

们是各领域的佼佼者，拥有深厚的学术

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专家们通过主

题演讲、学术报告、手术演示等多样化

形式，重点讲授颈动脉及周围血管疾病

诊治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新进展，为

大家提供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精彩纷呈的饕餮盛宴，受到与会人员的

欢迎。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颈

动脉专委会、陕西省保健学会、宝鸡市

医学会介入放射学分会、宝鸡市医学会

神经内科学分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宝鸡市中心医院

介入血管外科承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宝

鸡颈动脉疾病诊疗事业快速发展，提高

我市该类疾病的诊治水平。  （温瑶瑶）

国内知名专家对话  聚焦疑难血管疾病

“运动中膝关节有响声是怎么

回事？踝关节扭伤后多久能恢复运

动……”6月 4日，宝鸡市中医医院（宝

鸡市骨科医院、宝鸡市中医药研究所）

运动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杨红梅和

副主任医师王星带队，走进宝鸡文理学

院体育学院，为百余名大学生上了一堂

精彩的运动专业知识课。

当天，杨红梅结合自己及科室在运

动创伤防治方面积累的临床工作经验，

通过典型的运动创伤病例，以“科学运动

健身，预防关节损伤”为主题，着重讲解

了专业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常

见运动损伤发生的原因和运动损伤疾病

的鉴别、治疗及预防原则。她还结合临床

病例，详细介绍了肩、膝、肘、髋、踝关节

等所有大关节，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知

识，精彩纷呈的授课赢得了师生的阵阵

掌声。讲课结束后，杨红梅和王星为师生

进行了查体，针对存在的运动问题给出

解决意见，并给大家教授了一些简单实

用的运动康复方法。

据了解，市中医医院运动医学科是

我市唯一一家运动医学专科，也是陕西

省运动与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宝鸡分

中心，科室擅长应用关节镜技术诊治肩、

膝、肘、髋、踝关节等所有大关节的各类

运动损伤。科室成立至今9个月时间，已

治疗各种运动损伤2000余例，开展关节

镜手术近300例。             （孙晓梅）

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
宝鸡市首届“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

浦发银行宝鸡分行开展公益慰问活动——

温暖送给孤残儿童

工行宝鸡分行乘公交优惠活动延长至 7 月 16 日——           

绑卡扫码立减 1元

运动损伤咋预防  医疗专家来支招

卫建民（中）领取聘书

脊柱大咖云集  共襄学术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