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泡”在微山湖 一鸣惊人天下知
这个90后博士后、博士团队在这里发现40多个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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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1日济南市印
发《济南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以黄河为纽
带，串联各发展板块，重塑新的
发展格局，黄河成为济南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章
丘齐鲁村镇银行始终坚持与国
家政策及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
振，充分发挥金融在农村体系中
的引导作用，全方位融入县域乡
村振兴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担
当、深化沿黄经济带建设、“贷”
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书写新时
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新画卷。

章丘齐鲁村镇银行，是由齐
鲁银行作为主发起行设立的济
南市首家村镇银行。该行成立10
年来，始终坚持立足服务章丘、
融入章丘发展大局，凭借“灵活、
高效”的经营优势，由成立之初
的1个网点24名员工发展为目前
9个网点120名员工，服务范围遍
及章丘各重点乡镇，存款结算客
户近7万户，累计授信客户达到
9000余户，累计发放贷款120亿
元，累计纳税近亿元，成为服务
发展济南章丘经济的生力军。

◆精准定位服务三农

“支农支小是我们村镇银行
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在当地
打井，浇当地庄稼’”，章丘齐鲁
村镇银行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作为本土银行，章丘齐鲁

村镇银行始终将服务对象锁定
当地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和小
微企业，努力寻找县域农村金融
服务空白，唱响了服务乡村振兴
的主旋律。

济南市章丘区众合鑫果蔬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8年5月，是一家主要开展瓜
果、蔬菜种植活动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位于章丘市高官寨
镇位化林村狮子口南巷2号，承
包土地12亩，目前主要以种植草
莓、瓜果为主，年收入在12万元
左右。受疫情影响，合作社整体
经营举步维艰，负责人郭现春一
筹莫展，章丘齐鲁村镇银行在了
解到合作社实际困难后，简化贷
款审批流程，为其发放了3年期
信用贷款10万元，不但缓解了合
作社在疫情期间的资金难题，还
大幅度缓解了农户的还款压力。

针对涉农客户风险高、贷款
难的特点，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还
制定了“金农贷”“惠农贷”“亲情
贷”等系列支农产品。其中，“惠
农贷”是章丘齐鲁村镇银行支持
农户的主打产品，贷款对象主要
是种养殖户、农产品加工及农村
个体工商户，凭借“门槛低、流程
短、手续简”的显著特点，目前已
累计发放“惠农贷”7 . 12亿元，有
效支持了1691户农户和个体户
的发展。

◆深化信贷产品创新

优质服务，普惠金融走在
前。为更好地服务小微，章丘村
镇银行在风险可控、操作合规的
前提下，积极创新信贷产品，拓
宽授信渠道，坚持走差异化、特
色化发展道路，为广大小微客户
提供了更多、更新、更惠的信贷
选择。

济南绿佳绿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园林企业，为
缓解疫情对企业的影响，章丘齐
鲁村镇银行提前与其对接，了解
客户资金需求后，立即建立一对
一服务机制，以最优条件、最快速
度向该公司发放“循环贷”业务
365万元，在额度有效期内循环使
用，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周转资金
的融资成本，为疫情防控期间企
业的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截至
目前，章丘齐鲁村镇银行累计发
放小微企业“循环贷”业务581笔，
累计发放金额15.37亿元。

为满足小微企业多样化的
融资需求，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章丘齐鲁村镇银行制定了一
系列贷款产品，通过“循环贷”

“联保贷”“金信贷”“税贷通”“续
贷通”等一系列的“快易贷”产
品，该行累计向当地小微企业投
放贷款达78 . 24亿元，为当地小
微企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践行绿色金融发展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政策，支持打造黄河绿色低

碳发展先行区建设，章丘齐鲁村
镇银行进一步完善授信政策，积
极探索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持续

“贷”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
为完善绿色生态相关的制

度建设，该行建立了落实绿色信
贷政策领导小组和绿色贷款风
险防范处理机制，并逐步开展对
客户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动态评
估与分类，将环境因素纳入信贷
业务管理体系，依据国家环保政
策、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法律和规
章，对信贷项目实施鼓励、限制、
淘汰的分类管理方式，并在年度
授信政策中予以明确。采取差别
化的风险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
环保产业、节能减排企业或项目
等贷款比例，且贷款增速不低于
相关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火
电、钢铁、水泥、有色金属、铁合
金、电石、焦化、玻璃、造纸等高
耗能高污染行业准入标准，对未
达到标准的新建企业和项目一
律不予以信贷支持。

◆秉承客户至上理念

“流程简短、快捷高效、服务
贴心”是章丘齐鲁村镇银行最大
的服务优势，近年来，该行优化
服务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

限时办结，提高办贷效率。
该行在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发
放的每个环节明确要求，限时办
结，随需召开贷审会，一般贷款
在3—5个工作日内审批发放，最

快达到了两天之内放款的纪录。
主动上门，践行贴心服务，该行
每年持续开展“进乡村、入社区、
走千户、访百店”活动，通过“地
毯式”走访调查，掌握客户融资
需求，几年来累计走访小微企业
8 0 0多家，走访农户及个体户
4000多户，对每个社区、每条街
道、每个商圈都熟记在心。廉洁
服务，赢得客户信任，该行持续
推行“阳光信贷”工程，制定了

“十不准”规定，对员工“吃、拿、
卡、要”行为实行“零容忍”，在办
理贷款时向客户发放《廉洁服务
监督卡》，接受客户监督和评议，
严格践行“不吃客户一顿饭、不
抽客户一支烟、不给客户添一丝
一毫麻烦”的社会承诺。

服务提升无止境，为进一步
提升“支农支小”服务水平，2020
年该行成立了小微中心，增配专
业人员，实现了小微服务的“专
营、专业、专注”，目前小微中心
累计发放贷款1800余笔，金额
2 . 3亿元，成为服务黄河流域金
融的新生动力。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且
重要的工作，作为黄河流域普惠
金融“最后一公里”征程上的金
融生力军，章丘齐鲁村镇银行将
在更好落实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上、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
新力上努力走在前，力争体现更
多的金融担当、贡献更大的金融
力量。

章丘齐鲁村镇银行：
书写金融助力黄河流域乡村振兴新画卷

文/片 记者 康岩

学成返乡
“泡”在微山湖三年多

5月10日，微山湖国家湿地公
园腹地的一座小楼上，匆匆赶来
的博士后王哲，微胖的身材，潦草
地套着黑色T恤，挎在肩上的硬
壳包里放着大大小小灌满各色液
体的瓶瓶罐罐。颇为惹眼的是他
胳膊上的一排“红包”，“还是微山
湖的蚊子厉害，稳、准、狠。”王哲
晃晃手臂打趣地说。

采集微山湖湿地水样归来的
王哲，是山东省乡村振兴专家服
务基地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微山湖生态环境与渔业资源科学
研究站的博士后，在中科院院士
宋微波的带领下，与吴桐、宋文雅
等其他4位90后博士已“泡”在微
山湖三年多了。

2019年年初，他在读的中国
海洋大学组织的这个科研团队成
员先后来到这里。王哲是济宁人，
对这里特别亲切，当地政府为他
们的科研活动提供极大便利，因
此团队的科研项目进行比较顺
利。王哲和团队开展微山湖区域
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微山湖湿地
纤毛虫物种多样性研究。

王哲介绍，微山湖碧波万顷，
物产富足；微山又是一片红色热
土，人杰地灵。儿时电影、电视里
的土琵琶声，让他对微山湖有一

种特殊的情感。
“微山是个好地方，这里生态

环境优、物种丰富，有南方水体所
不具备的自然条件，保留下来的
原生物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研究提
供了不可替代的先天条件。”王哲
说，在这里搞科研，沟通方面比较
融洽，当地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样本染色
易被轻视的技术活

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必须付出
大量时间和心血。就拿取样的湖
水来说，采集每一种标本，在电子
显微镜下观察纤毛虫的形态变化，
我们要用细如发丝状的微吸管拿
捏住肉眼难以看到的微生物标本，
放在胚胎米上才可以观察。“能够

随心灵活使用这个小器材，需要几
十甚至数百次的专业训练才行。”
王哲拿起手中的小吸管说。

用专业试剂对样本染色，形成
纹路清晰的标本。说起这项技术，
王哲轻描淡写，其实这才是整个研
究过程中提取采样最具技术含量
的工作。因为试剂配比稍有出入，
样本可能纹路不清晰或被损坏。此
后还要进行数据汇比，梳理生物体
基因排序，进行物种鉴定等。

在迫切的科研欲望面前，王
哲习惯了平日里湖边、实验室、寝
室的“三点一线”生活，他感觉已
和时间、空间无关了。有时候，系
列实验程序下来，一次待在实验
室六七个小时。冬季在湖里取样，
双手的温度时常低于湖水的温
度，夏天在湖边取样，满身“红包”

回来也是常有的事儿。
“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的研

究与美丽的微山湖有着完美的契
合，我觉得全球相关专业的研究者
都会艳羡我们的团队。”王哲说。

成果颇丰
已采集200多个物种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
水湖，流域生物物种丰富。而国内
外淡水湿地以原生动物为核心的
微型生物研究严重缺位，迫切需要
开展微山湖湿地原生生物的多样
性与群落结构、生态环境与时空演
化格局、基础生物学等方面研究。

恰逢其时，王哲所在的科研
团队有幸参与了这方面科研活
动。“我们研究的纤毛虫是最简单

的动物，亦是原生动物中特化程
度最高且最为复杂的类群。虽然
它们个体微小，却是水体微食物
网的重要参与者。在水生态环境物
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生态平衡等方
面起到关键作用，对水生态环境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哲所在
的科研团队目前共采集200多个
物种，其中包括近40个新种属全
球首次发现的物种、86个分子新
种、90个中国新记录种，初步获得
微山湖湿地纤毛虫多样性家底信
息，形成分类图鉴和检索表，为微
山湖湿地物种多样性评估等研究
提供参考资料。

团队还得出微山湖湿地中纤
毛虫物种—基因—生境多样性的
家底信息，填补国内外淡水湿地
生境中的研究空白，进一步构建
了淡水湿地纤毛虫物种多样性的
专业级资料，同步完善所涉及类
群的DNA遗传信息库的构建，取
得纤毛虫细胞学领域新突破，进
一步探索了湿地纤毛虫与环境生
态学互相关系，对今后生物病害防
治、生态链延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王哲已在该领域发表SCI论文16
篇，累计采集纤毛虫物种近60种，
获得序列百余条，主持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山东省和青岛市博士后
相关项目各一项。“现在我们拥有
如此优越的科研环境和条件，将倍
加努力，希望用三到五年，出版一
本《微山湖纤毛虫物种名录》，用
科研成果回馈这里的人民和成就
梦想的热土。”王哲说。

一个年轻的90后博士后、博士团队扎根微山湖，与微生物为伴，团队所从事的微山湖湿地
纤毛虫物种多样性研究，不仅登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核心科学期刊，还发现了40多个
新物种，填补国内外淡水湿地生境中的研究空白。

博士后王哲介绍团队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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