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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抵押担保，一直是广大农
业经营主体融资的最大难题。农担
体系“因农而生，为农担当”，通过财
政资金的创新性运用，发挥政策性
金融工具的撬动作用，为市场化方
式不能有效解决的农村金融领域，
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

江苏农担南通分公司成立以
来，通过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平台，
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增信赋
能，切实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 2021年 9
月末，南通农担累计担保 22.23亿
元、户数 2104户；在保余额 11.06亿
元，在保户数 1136 户。其中，10-
300万元政策内业务占比 100%，为
南通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
大引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汇聚惠农合力
打造政担合作“南通样板”

金秋时节，走进崇川“万顷良
田”优质稻米基地，成熟水稻正等待
收割，南通顺捷农业服务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施国庆望着连片的稻田，
笑容满面，“我们能够快速发展，充
足的资金保障是关键，感谢农担南
通分公司的及时支持”。短短几年
时间，顺捷农业从流转土地不足
3000亩，发展到拥有崇川、通州五
接、如皋九华、如皋东陈共计2.05万
亩高标准农田，实现了适度规模化

种植，平均每年产出2万吨粮食。
近三年来，江苏农担南通分公

司坚守政策性定位，积极创新支农
机制，不断汇聚惠农合力，加大政担
合作力度，打造政担合作“南通样
板”。其中，2021年南通市“一号文
件”对政策性农担体系服务乡村振
兴提出明确要求；农担指标被纳入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评价体
系；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扶持政策
位列南通市金融支持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十大政策。

此外，农担南通分公司还与政
府部门联合出台农担保费财政补
贴、南通农担应急转贷资金及农担
贷款贴息政策，直指三农融资痼
疾。“南通农担财政惠农‘三板斧’政
策，真正给农企农户带来实惠。”市
财政局农业农村处处长薛晓东介
绍，“系列政策涵盖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信贷全过程，全方位解决了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堵的问题。”自优
惠政策实施以来，南通地区（含海
安）累计享受补贴政策的农业新型
主体 2522 户，累计节约融资成本
2220万元，所涉政策性担保贷款 25
个亿。

创新农担产品

推进支农惠农“扩面提量”

在南通盛泰农业公司的无菌生
产车间，一袋袋包装精美的秋葵果

蔬脆正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流
出，“我们的秋葵冻干即食产品上
了航空班线。”该公司总经理、被称
为“秋葵姐姐”的陆慧萍自豪地说，

“在转型升级最急需资金的时候，
多亏农担南通分公司的‘培育贷’
产品，帮助我们节约了很多资金成
本。”

为了让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享受到农业融资担保体系带来的政
策红利和普惠金融的阳光照耀，农
担南通分公司不断开发创新担保产
品、提升农担产品服务质效，全力推
进担保业务扩面提量。截至目前，
已先后推出“苏农担·南通渔船贷”

“中粮五谷丰登贷”“正大畜牧水产
养殖贷”“苏农担·南通乡村培育
贷”等多款针对性担保产品，满足
不同行业、不同层次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需要，拓宽了经营主体的融
资渠道。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
动，农担南通分公司深入实地了解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科学
设计优化担保流程、上门宣传财政
金融协同惠农政策、开展系列农担
业务及政策宣讲，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基层的困难事、农业经营主体的
烦心事。“‘我为群众办实事’就是要
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
农民群众心坎上去，增强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担南通分公
司负责人表示。

坚守初心使命

提振乡村振兴发展“底气”

“当时多亏了农担公司，猪场
才又看到希望。”位于如皋的万象
牧业遭遇非洲猪瘟影响，面临发展
难题，农担南通分公司除了给予其
担保贷款展期外，还引荐南通正大
集团带来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企
业恢复生产。在猪瘟疫情蔓延期
间，南通农担累计为 40 余户生猪
养殖户提供低息担保贷款，所涉担
保金额 4700万元，以深耕三农、勇
于担当的“决心”换取了农户发展
的“信心”。

自成立以来，农担南通分公司
始终坚守初心，勇担“扶农、惠农、强
农”使命，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农担
力量。制订一户一策的扶助方案、
实行“零担保费率”叠加贴息政策
缓解融资成本压力、简化业务流
程、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弱化反担
保措施……

如今，“贷款难，找农担”已成为
许多农业经营者的共识。农担南通
分公司表示，将继续牢记兴农为农
惠农职责，深入农村金融场景，着力
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方面的难
点、痛点、困点，努力走出一条服务

“三农”的特色发展之路，为服务乡
村振兴贡献农担力量。
本报记者 张水兰 本报通讯员 卢涛

我市水利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聚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补短
板、精调度、强监管，不断提高全市水旱灾害
防御能力和水平。

工程补短板，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长江堤防达标改造建
设，全部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突出堤防
险工隐患处理，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
河流治理，开展堤防加固、河道治理、控制性工
程等建设。对病险工程、长江重点水域和险工
险段进行持续性跟踪监测监视，开展长江沿线
水下地形监测，发现不利变化及时处置。

工程精调度，发挥水利工程减灾效益。
汛期和强对流天气期间，市水利局、应急局、
气象局、市政和园林局等成员单位和有关县
（市、区）密切协同，每日至少2次会商，加强
分析研判，为科学决策指挥提供科学意见建
议。去年汛期共有 4 个时段超过警戒水位，
九圩港、通吕运河、焦港、通扬运河等其他骨
干河道均因连续降雨出现超警情况，及时发
布水工程调度指令49条，沿江沿海涵闸累计
排水18.6亿立方米。今年以来，已有效应对4
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及时发布调度指令8条，做到了科学及时调度，提前
预降内河水位，充分发挥水工程防洪减灾效益。

行业强监管，支持防洪排涝科学决策。我市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主
要领导靠前指挥，实现防汛抗旱责任全覆盖。对涉及防汛安全的工作和
环节全面检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限期消除隐患。
2020年汛期巡堤查险2万余人次。主城区81座闸站工程实时观测、远程
管控，雨情水情工情观测一张网、指挥调度一张图。我市将全市防汛指
挥系统进行提升改造，已将通州区、海门区防汛系统转换接入市级平台，
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现代化调度指挥水平。

12日，如东县第十一届
社科普及宣传周在县五一广
场启动，31家单位的摊位前
人头攒动，140多名社科工
作者、志愿者一边发放 1万
多份社科常识类宣传品，一
边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解答。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普及党
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

“如东是江苏较早建立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县区之
一，诞生了南通第一位党员；
1926 年，如东第一党支部
——下漫灶党支部在我县曹

埠镇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火种在如东大地就此
点燃……”在浅水湾社区“三
堂融合”讲堂，如东县委党史
办三级调研员於小卫以《永
远的丰碑》为题，给居民上
了一堂生动的如东地方党
史专题讲座，拉开如东社科
普及宣传周社科志愿者党
史巡讲走进全县 245个村居
的大幕。

“‘双减’之后，家长做什
么？”进入人文社科微宣讲环
节，如东县宾山小学副校长、

江苏省特级教师顾新红给在
场的家长们下了“任务清
单”：问一问，了解孩子一天
在校的生活，关注孩子的情
绪起伏；聊一聊，跟孩子盘点
一天的得失，提醒查漏补缺，
及时复习预习；促一促，敦促
孩子完成阅读、健体等实践
任务和特长训练；做一做，和
孩子一起做家务、做游戏、做
服务，开展创意活动。

今年社科普及周期间，
如东县级层面重点组织开展
社科沙龙、巡回宣讲、知识竞

答、阅读分享、风采大赛等
“十个一”系列活动。县相关
部门社科专家学者、社科工
作者组成的 10支文明实践
社科普及志愿服务小分队将
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
机关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群众点菜，如东社科界
按需下单，开展一系列形式
多样、行之有效的社科普及
活动，推动人文社科大餐启
民智惠民生润民心，成为学
党史、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杨新明

12日上午，海门区余东镇土
地堂村毛豆加工基地，三五成群
的村民正在给毛豆荚采收、分拣、
打包、装车，一派丰收忙碌的喜悦
景象。正在分拣的村民张洪江告
诉记者：“我们种植的毛豆销路一
点儿都不用愁，摘下毛豆荚后就
直接卖到这里，非常方便。”

土地堂村共有村民 1600多
户，其中 1400 多户都种植青毛
豆。村党总支书记张春平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土地堂村今年共种
植毛豆面积 1100 亩，亩产 1600
斤，平均亩收入 1000元左右，按
照今年的行情，全村毛豆种植户
共增加近 110万元收入。毛豆种

植还促进农民就业，实现了本地
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

海门人喜养山羊，毛豆加工
后剩下的毛豆壳成为该村村民饲
养山羊的免费饲料。9组村民陈
洪福笑着说：“在我们这里，整个
冬天养羊所需的饲料，光毛豆壳
就够吃了。”

村民腰包鼓了，村里的环境
也进一步得到改善。最近，土地
堂村以创建党建示范点为契机，
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打造南
通四星级农家书屋，为老百姓营
造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陈静
本报通讯员 彭炜峰 宋莉莉

江苏农担南通分公司成立近三年，累计担保2104户、22.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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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崇川区钟秀街道百花村社区党委组织南通中学高二（18）班学生开展“巧手彩绘蛋画 品味非遗魅力”主
题活动。活动通过绘制“神舟十三号飞向太空”、来年农历生肖“虎”，致敬航天精神，激励青少年虎虎生威。

李斌 陆静摄

“欢歌笑语颂百年”相声专场
在市北文体中心剧场上演

本报讯（记者顾欣 徐培钦）相声
是一门发源于民间的传统艺术，广受老
百姓欢迎。10月16日晚，“欢歌笑语颂
百年”相声专场在崇川区市北文体中心
剧场上演，演员们说学逗唱，功力尽显，
让通城观众在诙谐幽默的表演中，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说起上海本土的相声表演团队，由
相声、快板演员赵松涛于 2004年创立
的田耘社可谓是一块“金字招牌”。此
次受邀来通演出，也是为了让南通的曲
艺爱好者享受到相声带来的欢乐。在
当晚的演出现场，《兴业路上兴伟业》
《伟大开端》《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文艺
作品，寓教于乐，让观众重温历史，不忘
初心。“欢歌笑语颂百年”相声专场是

“风从海上来”上海优秀文化资源走进
南通的活动之一，由南通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主办，崇川
区文化和旅游局和上海田耘社承办，南
通市崇川区文化馆协办。系列活动还
包括绘本剧《哼将军和哈将军》、推理话
剧《捕鼠器》、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以及
《时间的答卷》摄影展等。

31家单位140多名社科工作者、志愿者摆摊设点，进社区、村居——

如东人文社科大餐启民智惠民生润民心

海门余东镇土地堂村：

青毛豆成为村民“增收豆”

我市建立境外企业涉外疫情防控熔断机制

8种情况下暂停人员外派手续
本报讯（记者刘璐）当前，涉外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记者

14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根据市“外防输入”联防联控机制、境外企业疫
情防控协调组发布的《关于建立境外企业涉外疫情防控熔断机制的通
知》，我市正式建立境外企业涉外疫情防控熔断机制，从8个方面对境外
企业提出具体要求，杜绝疫情扩散蔓延，保障境外企业人员健康安全。

我市境外企业涉外疫情防控熔断机制规定，如果境外企业出现以
下8种情况，一律暂停该境外企业工作人员、劳务人员外派手续：工作机
制不健全，未制定疫情处置应急预案，不及时准确报送境外企业疫情防
控和人员健康情况，存在瞒报、漏报、迟报现象的；安排未完成新冠疫苗
接种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开展涉外相关工作的；外派人员未按要求完
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不配合驻外使领馆、经商处防疫要求，被驻外使领
馆、经商处通报的；向同一国家或地区派出人员超过100人未安排随行
管理人员的；外派人员未按要求培训备案的；在境外发生突发事件未及
时妥善处理的，造成国内外负面舆情影响的；在境外项目现场管控措施
不力，发生聚集性感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