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刘师豪 通讯员李
振海）疫情当前，保障抗疫重点村居

民的物资供应是重中之重。安新县

安新镇郭里口村受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较大。该村位于白洋淀内，水

路成为该村重要的物资补给通道。

为此，安新镇党委、政府开辟了援助

郭里口村生活物资的专线通道——

义路“船”递。

负责船只运输工作的驻村干部

王皓告诉记者：“发船时间定在每天

下午3点到4点，地点是安新县东关

码头。如果有需要捎送小件物品或

是捐赠物资的，要提前做好物品的包

装、消毒工作，填写好寄送单上的信

息，现场也会有专人看管。”

据介绍，安新镇其他村的群众得

知郭里口村的情况之后，踊跃捐献物

品。北联街村收集了3000多斤的生

活必需品，大张庄村捐献了6000余

斤新鲜蔬菜、50箱方便面和400个口

罩。该村张会超还委托驻村干部刘

娜购买了1000多斤面条……这些义

举彰显了安新人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的决心。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日前推

出的“雄安·征迁贷”情况？

雷俊杰：当前，面对雄安新区

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我们作为

雄安新区本土城商行，率先与新

区三县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依托地域优势和高效灵活的

机制优势，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

建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推

出了“雄安·征迁贷”。该产品旨

在解决征迁企业因业务发展，或

在异地建设新址投入大量资金而

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贷

款对象为符合雄安新区《关于支

持新区三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

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要求，

已列入雄安新区征迁规划范围内

的企业。

“雄安·征迁贷”以企业征

迁补偿款作质押，解决了征迁

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的问

题，让征迁企业可以提前用上

征迁补偿款,有效帮助征迁企

业平稳过渡。截至目前，雄县5

家企业已获得贷款9300万元，

年息降低0.9个百分点，为企业

节省 83.7 万元，同时享受政府

贴息338万元。

记者：贵行在疫情期间是如

何做好金融服务的？

雷俊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保定银行坚决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及监管部

门安排部署，在加强自身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大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具体讲，一是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向保定红十字会捐款

200万元，用于疫情防控物资及

医护人员防护所需。二是制定

出台10项金融服务举措，开辟绿

色通道，线上审批授信，为“抗

疫”“防疫”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及

相应服务；合理制定续贷、展期

等措施，确保客户平稳渡过疫情

期。截至目前，保定银行已为实

体客户办理延期偿还本金合计

47.7亿元，延期付155.6亿元，缓

交利息共计3.3亿元，办理无还

本续贷和展期合计 3.68 亿元。

同时，保定银行参照保定市政府

《保定市复工复产企业名单》《保

定市工业企业资金需求信息表》

等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对接，已

对接企业387家，累计授信近4.7

亿元。

记者：请你简要介绍一下保

定银行的情况。

雷俊杰：我们作为保定市第

一家地方性股份制城市商业银

行，多年来，积极打造立足保定、

面向河北、辐射华北的内涵式现

代化精品银行，是一家资本充足、

资产质量优良、管理规范的现代

商业银行。目前，保定银行已设

立域外分行5家。保定银行石家

庄分行、廊坊分行、河北雄安分行

已相继开业。秦皇岛分行、沧州

分行获批筹建。分支机构达到

59家，实现了保定县域全覆盖。

截至2019年，全行资产突破千亿

元，各项监管指标优良，监管评级

达到3A，财税贡献度连续多年在

全市名列前茅，先后被保定市委、

市政府授予“金融贡献奖”，被省

政府授予“金融创新奖”和“金融

工作特别贡献奖”，2017年荣获

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近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金融

办通报了2019年度银行业金融

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指导评价

结果，保定银行位列“好”这一最

高等次。

目前，保定银行正处在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将继

续以金融科技为核动力，加快数

字化转型，围绕“服务地方经济、

服务市民百姓、服务中小企业”的

市场定位，全方位打造“最佳客户

体验银行”。

记者：在涉农、扶贫以及服务

中小微企业上是如何做的？

雷俊杰：保定银行自成立以

来，在保定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监管部门有效监管和

大力支持下，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秉承“尚德务

实，力行合规，协作创新，追求卓

越”的企业精神，坚定“三个服

务”的市场定位，实施客户下沉、

业务下沉发展战略，切实增强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进行金融

产品和业务创新，为中小微企业

量身定制的“金臂膀·助您腾飞”

“金支点·伴您成长”系列信贷产

品和支持全民创业的“下岗失业

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在服

务实体经济、民营经济、中小微

企业和金融扶贫、普惠金融等方

面培育了较强的优势，树立了

“中小微企业伙伴银行”和“百姓

银行”品牌形象。

为响应落实国家政策，服务

中小微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保

定银行与人行保定市中心支行签

订了4亿元的再贷款合同，与国

开行河北省分行签订了6亿元支

持小微企业转贷款合同和2400

万元专项扶贫转贷款合同。

截至2019年末，保定银行涉

农贷款达194.14亿元；在原阜平

顾家台金融工作室的基础上设

立了顾家台支行，在蠡县、易县、

曲阳等县建立了银行卡助农取

款点，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

公里”；建立了政府+银行+保

险+担保机构+农户（企业）“五位

一体”新型扶贫模式，量身打造

了“扶贫贷”“惠农贷”“再生贷”

“园区贷”等4款金融产品，已累

计向阜平县投入扶贫资金16.65

亿元。

记者：贵行面对雄安新区的

建设发展，今后有何服务举措？

雷俊杰：服从服务于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是保定银行义不容辞

的政治责任。在雄安新区、保定

市及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

新区三县已设支行的基础上，保

定银行河北雄安分行于2019年

7月份开业，成为全国城商行首

家在雄安新区设立的分行。

当前，随着雄安新区大规模

的建设和发展，保定银行将牢记

金融业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全面落实金融政策，深入推进科

技兴行战略实施，全力打造普惠

金融新生态，构建新型金融服务

模式，大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未来，保定银行将遵循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坚守本

源，服务雄安”的发展理念，着力

打造创新型、智慧型、普惠型现

代化精品银行，积极为新区建设

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

服务。

——对话保定银行行长雷俊杰
□记者 王渊 通讯员 李晓辉

多年来，保定银行围绕“服务地方经济、服
务市民百姓、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着力
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银行”，不断进行金融创

新，是一家资本充足、资产质量优良、管理规范的现代
化银行。作为全国城商行中首家在雄安新区设立分行
的银行，日前推出了“雄安·征迁贷”新产品。为此，记
者采访了该行行长雷俊杰

近日，容城邢农商村镇银行派出代表，与县

总工会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到高速收费站、

白洋淀站岗亭、部分社区慰问一线防疫人员。

记者霍少轩 摄

找准定位 服务新区建设

“““““““““““““““““““““““““““““““眼下，雄安新区的“新基建”项目正多点开花、全面
展开。据初步估算，在新区已开工和即将开工的项目
中，“新基建”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重近五分之一，规模
达到近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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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快报”抖音官方号立足雄安，以服务新区

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民生为宗

旨，集纳刊载雄安最新动态，及时发布最新最热权

威资讯。扫描以上二维码即可关注订阅。

本报讯（通讯员邵子宸）日前，高速交警容城大

队执勤民警巡逻时，发现一白衣少年在高速公路应

急车道内逆行。经了解，该少年是山东人，17岁，跟

随父母打工来到容城。少年说，自己刚刚和父母吵

了一架，就独自跑出来了。该大队民警将其带离高

速公路，并护送到容城收费站口。该大队民警向其

讲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并做出了行政处罚。

高速交警容城大队民警
高速公路劝返赌气少年

满载瓜果的快艇满载瓜果的快艇。。李振海李振海 摄摄

参与义路参与义路““船船””递的船只递的船只。。李振海李振海 摄摄

如今，在“新基建”风靡大江

南北之际，雄安新区的“新基建”

项目正多点开花、全面展开。据

初步估算，在新区已开工和即将

开工的项目中，“新基建”投资额

占总投资的比重近五分之一，规

模达到近千亿元。

为实现传统基建与“新基建”

“双基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雄

安新区新基建项目审批、建设、验

收、管理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同

时，新区采取新标准、新技术、新

模式来推动“新基建”的集约部署，

避免重复建设，让共享成为常态，

不共享成为例外，从源头杜绝数据

孤岛的产生。

据了解，截至4月底，新区

内总长度582公里的20个数字

化道路项目、220公里18个智

能化管廊项目、121公里的7个

数字堤坝项目、总建筑面积606

万平方米的7个智慧社区项目，

已经开工建设。

“容易线作为雄安新区建设

的第一条数字化道路，在实施建

设的初期，就已经配备了智能化

设施。”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是

新区的一条物资运输通道，共设

置了13个车道的动态称重检测

抓拍装置，覆盖全线主要入口，

为以后的公路运输安全管理提

供便利。6月初，雄安新区车路

协同示范场景体验活动顺利举

行，标志着雄安新区绿色智能

交通先行示范区车路协同项目

正式启动实施，无人驾驶、智能

网联、智能接驳的测试实验正

在深入开展。

时下的雄安，包含城市计算

中心、块数据平台、城市级物联

网平台、视频一张网平台和

CIM平台等项目的“新基建”公

共平台全面开工建设。

时下的雄安，多家银行开发

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征拆迁和

工程建设资金管理系统已上线

运行，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系统全

面运行。覆盖新区、县、乡、村四

级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也实

现了政务服务的“不见面审批”。

时下的雄安，在智能城市专

项工程中，已启动38个政府投

资项目和多个社会投资的通信

网络、5G基站、智能化应用等项

目，总投资超过百亿元。

为给智能城市建设提供有

效的指导和示范，雄安新区制

定了包含基础设施与感知体系

建设、智能化应用、信息安全3

大类，共9个方面的智能城市标

准体系，先行启动了18个标准

的研究制定工作，目前已有8项

标准具备发布实施条件。

雄安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雄安新区将紧紧把握“新基

建”大战略和创新发展大时代

的机遇，坚持以标准研究为引

领，塑造开放集成创新生态，把

智能城市基础设施与传统城市

基础设施同规划、同部署、同实

施，打造一批基础设施建设精

品工程、典范工程、示范工程，

助力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和人

居生活的融合重构，为城市智

能化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贡献

“雄安方案”。

雄安雄安““新基建新基建””项目多点开花项目多点开花
□□记者记者 孙文宾孙文宾 刘师豪刘师豪 霍少轩霍少轩

车路协同场景体验用车车路协同场景体验用车。。 刘师豪刘师豪 摄摄容东片区综合管廊项目建设现场容东片区综合管廊项目建设现场。。 霍少轩霍少轩 摄摄

容易线容易线（（新区段新区段））建设现场建设现场。。 霍少轩霍少轩 摄摄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建设现场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建设现场。。 霍少轩霍少轩 摄摄

坚持以标准研究为引领坚持以标准研究为引领 塑造开放集成创新生态塑造开放集成创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