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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重点话题，也是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难的战役。作为国有金融企

业，中国建设银行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服务、创新扶

贫模式，为贫困地区“引活水，拔穷根”，取得了显

著成效。

在建设银行看来，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更是脱贫

攻坚的系统工程得以循环通畅的关键。基于此，建设

银行高度重视、科学谋划、大力支持、扎实推进扶贫

工作，充分发挥金融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扶贫工作的

质量和效益。在多年来持续开展定点扶贫、公益扶贫

的基础上，建设银行不断探索业务扶贫新模式，走出

了一条有特色的金融扶贫新路。

— —— 亮 点 ： 善 融 商 务 开 启

“ 互 联 网 + 农 业 + 金 融 + 扶 贫 ” 之 路 — ——

为进一步探索创新“互联网+农业+金融”的模式，建

行以善融商务平台为精准扶贫的载体，在开展公益扶贫的

基础上，加以电商扶贫的新理念，运用“互联网+”的思

维，做好精准扶贫的加法，将金融扶贫工作不断扎实稳步

推进。

2014 年，善融商务开始深入涉农行业，积极推进地

区特色上善融。一时间线上平台百花齐放，寿光蔬菜馆、

甘肃特色馆、大连海鲜汇、山西品牌馆等先后上线。线

下，建设银行各分行同步与地方政府及行业协会开展深度

合作，主动将各地区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截至 2016 年

4 月，善融商务联合建行多地分行、地方政府先后在浙江

新昌、黑龙江五常、河南信阳、福建安溪等 20 个地区成

功举办了近 40 场特色农产品专场供需见面会，为构建非

金融生态圈、帮助当地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开辟了一

条道路，将建设银行普惠金融的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

在地区特色馆的基础上，善融商务在西北等扶贫地区

加大资源投入，通过各种措施辅助贫困地区企业入驻善融

商务。目前，西部地区入驻商户已达 6000 户，累计交易

额超过百亿元。善融商务已建立起新疆的水果农副产品、

贵州的酒业、甘肃的特色农作物产品、西藏的手工艺品、

陕西的富硒茶、四川的生态猪肉，以及西部地区的毛纺产

品等贫困地区的入村特色产业经济雏形。

利用布局全国的网络优势，善融商务以专业化的电子

商务服务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能力，为贫困地区的企业拓

展、农户收入增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常态：定点扶贫与公益

扶贫长抓不懈———

2016 年 7 月，建设银行制定并印发了《中国建设

银行总行定点扶贫工作方案》。方案强调，建行将坚持

“远近相结合、造血济困相结合、帮人帮村相结合”的

原则，实行定点扶贫和金融扶贫双轮驱动；充分发挥金

融优势，做到帮扶措施精准到位、帮扶项目精准安排、

帮扶资金精准落实、帮扶对象精准脱贫；通过产业帮

扶、公益保障、电商引导、普惠金融、人才派驻、完善

机制等手段，以点带面，配合地方政府打赢扶贫区域定

点脱贫攻坚战。

2005 年以来，建行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公益捐

赠工作，先后捐款近 8 亿元，实施了 100 多个重要公益

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环保扶贫、定

点扶贫、贫困地区灾害救助等领域。

从 1996 年开始， 20 年来，建行已在陕西、青海、

贵州、新疆、广西等 19 个省、自治区的贫困地区建立

“建设银行希望小学” 45 所，培训教师 370 多人次。

从 2007 年至今，为贫困高中生累计发放 1 . 275 亿元资

助款，资助 8 . 6 万人次；为贫困英模母亲累计发放

4046 万元资助款，资助 14618 人次。 2011 年至 2015

年，建行连年捐资购置“母亲健康快车”，在甘肃、青

海、西藏等 13 个省、自治区的贫困乡县投入使用，为

当地妇女健康检查、疾病救治、孕产妇卫生保健提供免

费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捐资 2900 万元，购置 193

辆专用车。

— —— 创 新 ： 民 本 通 达 支 持 扶 贫 、

推 进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 ——

“民本通达”是建行为改善民生、服务大众而做出

的金融创新，也是支持扶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重要手段。

建行积极扩大县域金融服务覆盖面，对现有县域网

点不断丰富惠及贫困地区的服务品种和种类，对无机构

贫困县域进行建行自助银行建设。在金融服务缺乏的贫

困乡镇，建行积极与供销社、烟草零售商等合作设立

“助农取款点”，不断扩大“助农取款点”覆盖面。对

于建行网络暂时无法触及的区域，借助同业网络系统为

贫困地区提供优惠便捷的代理结算和清算等金融服务。

2016 年 4 月，建行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普

惠金融合作框架协议》，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携手创

新服务模式，共同为农村客户特别是贫困户提供全方

位、便捷、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

建行通过不断扩大“教育惠民”服务范围，促进劳

动力转移培训向中长期职业技能培训转变，提高贫困人

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 100 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学校中有 47 所学校为建行信贷客户，占比达

47% ，信贷余额达 75 亿元，占建行高等学校贷款总额的

10% 。建行通过普及“医疗健民”服务，有效缓解贫困

地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目前，建行二甲医院

客户贷款余额 256 . 81 亿元，占全部卫生行业贷款余额的

35% 。此外，建行着力做好“社保安民”，服务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惠及偏远地区、贫困群众；推进“文

化悦民”，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给予扶持，提高群众文化

素质。

在资源倾斜、持续加大金融扶贫工作领域资源配置

力度的基础上，建行精准对接信贷融资需求，积极支持

贫困地区重点基础设施、特色产业项目和涉农贷款产

品，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小微企业发展，积极支持贫困农

户金融服务需求。

金融扶贫是增加扶贫投入的重要渠道，是脱贫攻坚

的关键举措。融资融智，建行精准对接多元化融资需

求、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增强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通过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和脱贫项目等

广泛、大量、持续、精准的资金支持，激发了贫困地区

和贫困农户的内在发展动力，有助于实现精准脱贫、稳

定脱贫和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金融扶贫树立了一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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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
史博物馆日前举行开馆典礼，并举
办了两座新设“慰安妇”雕像的落成
仪式。然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竟
表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并称
“不应过度聚焦过去的不幸历史”，
而应“面向未来”。

设立历史博物馆纪念受害者，
情理所至。作为日本政府代表，菅义
伟先生出此言论，才真正让人“感到
遗憾”。

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政
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正是
由于其对日军二战罪行的反省敷衍
了事，并对“慰安妇”问题刻意掩饰，
使日本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对这段
历史缺乏正确的认识。日本政府对
中方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的举
动“感到遗憾”，事实上，恰是菅义伟
先生和日本政府罔顾历史的言行令
历史“感到遗憾”。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反人道罪
行，对受害者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日本政府现在希望与曾经伤害过的
国家“面向未来”，但带着这样未消
解的“伤害”，未来又如何能心无芥
蒂地展开？

更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政府口
口声声要推广所谓“价值观外交”，
但其掩饰强征“慰安妇”罪行这一明
显有悖基本人权、国际公义、人类良
知的做法，传递的又是怎样的“价值
观”？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刻意回避
而消失。一方面是日本官方百般掩饰，一方面却是日军二战
暴行在世界范围越发广为人知。如今，除中国外，韩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设立了“慰安妇”纪念雕像；去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
名录》……

如果日本政府希望受害国放下过去，那它自己应先放
下对历史罪行的掩饰，以真诚忏悔之心消弭历史留下的阴
影。日本政府与其沉湎在所谓的“遗憾”情绪里，不如听听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音：“希望日本政要能到柏林去看看德
国修建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如果能因此在东京也修
建‘慰安妇’铜像，可能有助于日本卸下历史的包袱，有助于
赢得亚洲邻国的谅解。”

面向未来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如是，未来的新一页才会
真正展开。 (记者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新华社伊拉克埃尔比勒 10 月 25 日电
(记者刘万利)伊拉克摩苏尔战役已经进行近
10 天，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在三条战线上
进展顺利，目前距离摩苏尔市区最近处只有
十几公里。伊总理阿巴迪表示，战事进展“已
经超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
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在军事上对“伊斯兰国”
有绝对优势，拿下摩苏尔只是时间问题。但在
击败“伊斯兰国”后如何管理摩苏尔地区的问
题上，伊拉克国内各方乃至一些地区大国之
间存在分歧，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更大危机。

负隅顽抗

为阻碍政府军方面的攻势，“伊斯兰国”
采取了埋设爆炸物、胁迫平民、恐怖袭击等多
种手段。

古韦尔镇位于摩苏尔东南方约 15 公里
处，是目前离摩苏尔市区最近的前线地区之
一。记者到达古韦尔时，政府军防区内仍有未
拆除的爆炸物。一名政府军士兵指着远处几
个黑色油罐说：“他们(武装分子)在里面装了
炸药，如果发现部队靠近的话可能会引爆这
些罐子。我们暂时没法处理这些爆炸物，只能
在远处看着，防止有人靠近。”

在记者采访期间，前线阵地多次传出爆
炸声。驻守官兵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经常
驾驶皮卡向阵地方向发射火箭弹。

古韦尔前线指挥官阿穆尔将军说，政府军
每收复一个村庄后都要排除大量爆炸物，搜索
隐藏在地道内的武装人员，这延缓了推进速
度。武装人员还把据点设在民宅旁边，不准居
民离开住宅，目的是将平民当作“人体盾牌”，使
政府军难以用战机和火炮对目标进行攻击。

同时，“伊斯兰国”还在其他城市发动袭
击。21 日，一股约百人的武装人员突袭了距
离摩苏尔约 180 公里的基尔库克省省会基尔
库克市，占领了几处政府机构，炸毁电厂。基
尔库克省省长纳杰姆丁·卡里姆 24 日说，库
尔德武装打死了 74 名恐怖分子，已经恢复了
当地治安。但库尔德武装被迫从前线抽调兵
力来保护这座石油重镇。

进展超预期

在对地面战场形势进行评估后，伊拉克
总理阿巴迪说战役进展“超出预期”。政府军
估计在 11 月中旬进入摩苏尔市区，年底前可
以收复这座城市。

伊拉克政府为收复摩苏尔已筹备许久。
记者今年 4 月在摩苏尔南部地区采访时，政

府军与库尔德武装已经在当地部署兵力，收
复了南部多个村庄，夺取了一些战略要点。当
时伊政府军官员告诉记者，摩苏尔市及周边
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约有 1 . 5 万人。
而最新情报显示，摩苏尔地区的武装人员已
经减少到 5000 人，大量外籍武装人员逃至叙
利亚境内。

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目前正从北、
东、南三面围攻摩苏尔，现在已经夺取了 20
多个村庄，将战线推进了数公里。政府军还
向摩苏尔市投放了大量传单，一方面告诫居
民远离武装人员的据点，另一方面要求武装
人员尽早投降。

与此同时，摩苏尔地区许多村庄的百姓
自发组织起来，在政府军开展军事行动时里
应外合。摩苏尔南部盖亚拉镇一个民兵组织
甚至在政府军到来之前就打死了驻守在当地
的武装人员头目。

尽管“伊斯兰国”仍在负隅顽抗，但政府

军和库尔德武装在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攻
势进展总体顺利。伊拉克军事专家阿卜杜
拉·朱布里认为，政府军进入摩苏尔市区后
可能会遇到麻烦，在这个拥有 200 万人口的
城市进行巷战既需要军队拥有较强的战斗
力，也需要当地民众的配合，否则战役时间
可能被拖长，伤亡也会增加。

政治互信薄弱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收复摩苏尔不易，
但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在
战后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哈桑·杜拉米说，
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在伊北部
地区的控制权归属问题上分歧较大。过去
两年里，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手中收
复了伊北部一些地区，其中包括伊拉克最
重要的产油区之一基尔库克省。而这些地区

在 2014 年 6 月之前都属于伊中央政府的管
辖区。

目前，库尔德自治区已经将从“伊斯兰
国”手中收复的城市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但
此举遭到伊中央政府反对。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22 日
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并与阿巴迪会谈。卡
特希望伊拉克接受土耳其派兵参加摩苏尔战
役的要求，但被阿巴迪拒绝。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要求参战的目的
是希望增强自己在战后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
影响力，以遏制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势力的发
展，避免库尔德武装危及土耳其安全。

“政府军、什叶派和逊尼派民兵、库尔德
武装都想接管‘伊斯兰国’占领区。而且，各方
背后的支持力量也在暗中角力，美国、海湾国
家、伊朗和土耳其都想介入伊拉克政局，这可
能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严重的动荡。”杜拉米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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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日本政要能到柏林去看看

德国修建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如果能因此在东京也修建‘慰安妇’铜

像，可能有助于日本卸下历史的包

袱，有助于赢得亚洲邻国的谅解”

新华社记者直击摩苏尔大战
战事进展“超出预期”，挑战在战后维持稳定

小图：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首
席记者刘万利。

大图： 10 月 26 日，在伊拉克摩苏尔东部，伊拉克政府军士兵赴
前线增援。 新华社发（哈立德摄）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