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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邮储银行的8万元贷款，就
不会有俺今天的翻身致富！”在河南省沈丘
县卞路口乡胡庄村，见到“羊倌”胡志全时，
他正在棚里给羊添料喂草。

胡志全今年41岁，因为家里穷，他常
年在外打工，靠苦干积攒了 20 万元。
2015年，他返乡创业，拿出全部血汗钱投
资养羊。没想到，一场病疫让他赔了个“底

朝天”，再次沦为贫困户。
想翻身，但没有本钱。正当胡志全一

筹莫展时，村干部带着银行经理找到了
他。“看了羊舍之后，让俺填了个表格。没
过几天，就通知到银行领贷款。8万元一
年期贷款，年息7.8厘，政府贴息5厘，一年
算下来，利息2000多元。”胡志全说。

重打锣鼓再开张。经过一年多的苦心

经营，胡志全的山羊繁育到150多只，不仅
还清了银行贷款，还翻身当上了“羊老板”，
彻底甩掉了“穷帽子”。

胡志全只是沈丘县“扶贫小额贷”的众
多受益者之一。从2014年开始，沈丘县率
先在河南省开展了“惠农扶贫贴息小额担
保贷款”。今年，县财政先期注入4500万
元设立风险补偿金，银行把金额放大5倍，

对全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贫困户开展
3年以内的贴息贷款。由县“农委办”筛选
推荐扶贫客户，然后向银行出具担保函，贫
困户可免抵押免担保贷款。

截至目前，全县已为贫困户发放贷款
1674笔、1.1亿多元，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
款。“今年，我们要进一步降低门槛、简化手
续，提供上门服务，帮助更多的群众脱贫。”
沈丘县邮储银行行长高健说。
“精准扶贫不是用国家的钱把贫困户

‘养起来’，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
刃’上，增强贫困户的‘造血’能力。‘小额扶
贫贷’打通了金融惠农‘最后一公里’，实现
了扶贫资金利用和扶贫效果的最大化。”沈
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说。

河南沈丘：

用活“小额贷”脱贫“不差钱”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黄海涛

黑龙江省富裕县：

“六条保障线”让群众看病不犯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倪伟龄

富裕县的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窗口。 倪伟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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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乃经济富足、宽裕之

意。然而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人

们却曾谑称这里“富裕不富”。

2001年，富裕县被列入省级重点

贫困县；2011年，又被列入大兴

安岭南麓特困片区县。通过“回

头看”，全县新确定建档立卡贫

困村46个，贫困户11581户，贫

困人口27291人，其中，因病致贫

4090户、8725人，占32%。如何

创新脱贫攻坚医疗救助新举措，

向着“全国健康扶贫示范县”目

标迈进？记者日前走进富裕县，

探寻他们的“六条保障线”做法

因病致贫、因残致贫是当前贫困户致
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进一步健全医
疗保险、医疗救助和分级诊疗制度，多措
并举、综合施策，下大气力解决因病致贫
返贫问题。“我们系统研究和梳理了国家
关于医疗扶贫方面的政策，出台了好用管
用的医疗扶贫‘六条保障线’政策，将各项
医疗惠民政策有机衔接起来，织起了一张
有力的保障网，真正实现了贫困患者‘有
地方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富裕县
委书记刘海城说。

群众敢住院看病了

医疗救助脱贫政策为贫困户看

病制定了“六条保障线”兜底，让贫困

户受益，贫困户再也不会住不起医

院了

日前，在富裕县人民医院，刚上楼，
一位大妈一眼就认出前来看望贫困户的
刘海城：“这不是刘书记吗！”原来这位
大妈是贫困户邹亚民的老伴。邹亚民是
龙安桥镇前雅洲村贫困户，患有糖尿
病、心脏病10多年。邹亚民老两口告诉
记者，以前没钱治病、住不起院，只能吃
点药对付着，这是头一次住院。刘海城
说：“县里制定了医疗救助脱贫政策，为
贫困户看病制定了‘六条保障线’兜底，
让贫困户受益，贫困户再也不会住不起
医院了。”

记者算了笔账，邹亚民住院9天，医
院垫付医药费6000元，自己只需花不到
1000元。

刘海城告诉记者，对慢性病不住院
贫困户到门诊开药，县里还补助零星用
药费用 4000元以内。富裕县人民医院
院长刘国成说，2016年9月份到今年7月

份，富裕县医院已为贫困户垫付医疗费
1022万元，医保局支付600万元，为贫困
户900多人次垫付医疗费。记者问：“垫
付这么多医疗费不影响医院效益吗？”
“不影响！县民政、医保、保险等部门都
定期对医院结算，医院相对收益稳定。”
他告诉记者，“开始贫困户都不信有这样
的好事呢”。

保障措施更完善了

统筹使用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政策和资金，

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兜底保险等

6条医疗救助保障线，使贫困户就医

合规费用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

富裕县县长邹浩告诉记者，富裕县
2016年10月出台《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实
施方案》，统筹使用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政策和资金，通过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兜底保险、
大病救助、商业补充保险、爱心救助6条
医疗救助保障线，有效解决了贫困户看病
贵问题，使贫困户就医合规费用报销比例
达到了90%以上，“全年医疗救助贫困户
预计8900人次，报销医疗费4300万元，
患者减少支出1630万元，人均减少支出
1830元”。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线门诊统筹
每人每年最高限额110元，用于支付县乡
村三级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和定
点药店购药费，全家共同使用，余额可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在住院报销上，基本医
疗保险在同级别医院基础上，提高报销比
例5%；大病保险保障线住院费用起付线
按降低50%（5000元）计算，经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后，自付合规医疗费用，起付线

以上部分再按50%给予报销；医疗兜底保
险保障线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1.2
万元以上）报销后，自付合规医疗费用给
予兜底报销；医疗救助保障线将贫困户纳
入低保户医疗救助范围，对经过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兜底保险等政策报
销后的合规费用，医疗救助报销比例
70%，最高2万元，对17种重特大疾病，自
付合规费用救助报销比例 90%，最高 3
万元。

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兜
底保险、医疗救助报销后，合规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不足90%的部分由商业保险补
齐；爱心救助保障线经前 5种保险报销
后，自付费用在3000元以上部分按50%
报销，限额1万元。同时，患者转到哈尔
滨、沈阳、北京等大城市公立三级医院住
院，超过15天以上，对食宿、交通费适当
予以补助，省内每天补助50元、省外每天
补助80元，最高补助50天。富裕县副县
长刘春峰说：“富裕县共有低保户 7163
户，其中贫困户中低保户有3000户。今
年1至5月份，全县医疗救助支出536万
元，其中用于贫困户的医疗救助支出146
万元，救助1387人。”
“目前，全县贫困人口中，已有16000

人实现脱贫，县里认真落实‘脱贫不脱政
策’规定，贫困户可享受脱贫医疗救助一
直到2020年。”刘海城说。

看病更加方便了

医疗帮扶合作、“一站式”即时结

算、大病免费筛查、流动医疗车义诊

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方便了贫困群众

就医和报销

为让贫困人口少生病，早发现、早治

疗，富裕县人民医院与哈尔滨医大附属肿
瘤医院开展了为期 5 年的医疗帮扶合
作。哈医大派驻一名副院长和5名医务
人员蹲点帮扶，并为富裕县医院捐赠了价
值30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在全部贫困村
进行10种癌症免费筛查，计划3年时间巡
诊90个村，现已筛查43个村，筛查4000
余人，筛查出癌症患者87例，就近在县医
院住院。不出富裕县，就能享受到省级专
家治疗待遇，却按县级标准收取治疗
费用。

在从人民医院开到富裕县的流动医
疗车上，记者看到，检查心电图、X光、胸
腹彩超、DR等医疗设备俱全。富裕县卫
计局局长徐德胜说：“这是县政府投入70
万元买的车。农民原来是小病挺、大病
扛、重病躺，现在是流动医院到家门口进
行义诊筛查。”

据了解，富裕县医保局派出20多位
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核实17种大病情况；
县卫计局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入户
调查，核实慢性病用药情况等。

近日，记者来到富裕县政务服务中
心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窗口。工作人员
赵阳介绍，贫困户都是拿着服务指南、
爱心帮扶手册，提前打电话联系医疗费
报销事宜，“相关程序窗口 10 分钟办
结，报销到账时限为20个工作日”。

富裕县医保局局长马宏波介绍说，
“一站式”即时结算，整合各部门功能，
民政、医保、保险公司共同解决贫困户
报销难问题，“让群众由‘跑钱’变为
‘等钱’，最大限度地方便和服务贫困群
众”。

为了方便群众看病、报销，县里还向
贫困户发放了“医疗救助政策明白卡”，贫
困户入院、门诊、住院、价格、结算、缴费、
注意事项等一目了然。

近日，江西省玉山县四股桥乡山塘村光伏扶贫
发电站建成投产。该项目投资320万元，装机容量
303.16千瓦，预计年均发电量33.35万千瓦时，每年
可为山塘村集体增加收入33万余元，用于帮扶贫困
户发展生产。该村“第一书记”李俊告诉记者：“扶贫
电站项目纳入了全村建档立卡的67户167位贫困
人口，预计今年每户可增收2000元。”

近年来，玉山县积极探索光伏产业扶贫新路，全
县首批规划19个光伏分布式发电站，总装机容量
6.38兆瓦，项目覆盖全县12个乡镇18个省级贫困
村，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以村级为
单位，成立光伏扶贫电站企业，贫困户与电站签订光
伏扶贫协议，享受收益分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作为
业主，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建设与运营。

为了有效解决扶贫项目资金的来源问题，在玉
山县政府和上饶银监分局的协调下，县财政局、县扶
贫办、玉山农商行签订了《玉山县精准扶贫信贷合作
框架协议》，由政府财政在玉山农商行开立“扶贫产
业专项贷款风险补偿金”专户，玉山农商行设立“光
伏产业扶贫专项贷款”项目，对各村光伏扶贫电站企
业进行统一授信。截至8月底，玉山农商行累计发
放光伏产业扶贫专项贷款6500万元，投入首批规划
项目，预计项目投产后年均发电量702.11万千瓦
时，年均收益688万元。全部收益由村集体、贫困户
按比例分配，可带动帮扶贫困人口约1600户5000
余人，户均增收超过3000元。 文/毛丽理

江西玉山县:

光伏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偏僻、与
世隔绝。这里的村集体收入为零，没有通
组、入户硬化路，农民非常贫困。而且因为
道路不通，村民办理简单的金融业务，都要
翻山越岭，往返县城金融网点。

今年5月份，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在
凉山州昭觉县悬崖村的某色雄体家中设立
了助农取款服务点，建立起了一台银行卡
受理终端、一台验钞设备、一块服务点标
牌、一张业务介绍、一张安全提示、一本登
记台账、一张业务柜台和一个保险柜的“八
个一”基础设备。

某色雄体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银联
卡每笔收入两元，每个月还有取款单补
助，加上邮储银行帮助运送的小卖铺销售

饮料收入，种植青花椒，养殖生猪，当悬
崖村导游，这3个月收入有9000多元。”

当前，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实现了邮
银联合，创建了扶贫金融服务站，通过联合
办公，充分发挥邮银双方优势，建立电商平
台，做好物流配送支撑，让贫困户小额信
贷、取款汇款等基础金融需求等有人关心、
有人满足，努力把扶贫金融服务站办成贫
困农户家门口的金融“便利店”。

扶贫必扶智，但光有金融知识不行，
还需要外面世界的“风浪”和“阳光”。
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副行长何伟介绍，当
地邮储银行通过和光伏企业、农业龙头企
业等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放扶
贫贷款，使贫困户参与并分享产业发展的

增值收益；为了盘活并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资本市场，目前正积极联系地方政府推荐
优质涉农企业，参加由邮储银行四川省分
行和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心联合组织
的贫困县涉农企业挂牌上市培育辅导
活动。

扶贫攻坚，面临不同的实际情况，需要
因地制宜，更需要通过扶持实业实现“造
血”。地处冕宁县北端的鲁坝村平均海拔
达3500米，年积雪时间长。当记者见到每
个月都来回访的邮储银行冕宁支行客户经
理张光臣时，他正在食用菌大棚里了解用
户贷款需求。张光臣介绍，政府通过引进
四川鼎信万树集团公司发展高山错季节有
机食用菌这一特色产业，经过不断摸索发

展，食用菌种植规模由2014年的120亩发
展到如今的3000亩。

布约拉比子家每年获得土地流转租金
有1300元，公司劳务酬金2万元，向邮储
银行冕宁县支行申领的扶贫贷款参与入股
红利1800元——仅在食用菌产业上就能
获得23100元收入。

鲁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扎西平措介绍，
截至今年6月30日，邮储银行冕宁县支
行已对拖乌乡入股冕宁万树食用菌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170户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
810万元，该企业为60余户贫困户提供
了就业机会，通过土地流转租金、股金分
红、劳务酬金、香菇产业“三金一业”的
模式，使贫困户就近就业、分配红利、逐
步脱贫。

凉山州人民政府金融办副主任赵朝富
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唤醒贫困户主动脱
贫意识，解决贫困户“不敢贷、贷不到、
无人贷”的难题，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
服务效率，全力以赴打好凉山脱贫攻
坚战。

四川凉山：

金融活水至 老乡润心田
本报记者 崔国强

强化干部管理 激发扶贫活力

2017年以来，河北省新河县将全县76个精准脱

贫驻村工作队分为9个片区进行精细化、网格化管

理，充分调动驻村干部积极性，激发扶贫活力。图

为9月17日，新河县东边仙庄村驻村干部刘庆勇

（左二）、颜晨虎（右二）在蔬菜大棚内向农民了解蔬

菜种植情况。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在陕西省山阳县牛耳川
社区，陕西意发生态农业园
区一派忙碌场面：青贮饲料
加工厂里，拉运青稞玉米秆
的卡车排成长龙，过磅、加
料、粉碎，井然有序；养殖区
里，干净整洁的牛舍顺着沟
边一字排开，牛叫声此起彼
伏；生态有机肥厂里，搅拌、
上料、运输包装等现代生产
线旁，工人穿梭其间……

3年前，花甲之年的邬
文芳夫妻俩怀着梦想回老家
创业，成立了陕西意发生态
农牧公司并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合作办起了万头牛羊养
殖基地，没想到却带出了一
条产业链，让周边贫困乡亲
们脱贫致富有了主心骨。

邬文芳的青稞饲料基地
让玉米亩产收入达到1200
元，而原先老百姓种植玉米
的亩产收入仅500元，周边
贫困户看到希望，一下子就
签订了4800亩的订单。为
了让牛羊粪变废为宝，陕西
意发生态农牧公司和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授合作，根据
土壤作物需肥规律采用牛、
羊、鸡粪便为原料，加配核桃、芝麻、菜籽等以及28
种活性微生物菌种研制加工出生态有机肥，产品一
上市就供不应求。随后，为了提高牛肉产品附加值，
邬文芳又和丈夫办起了肉制品深加工厂。

当前，公司正在建造光伏发电站和沼气发电站，
一条以种植—养殖—牛肉深加工—生态有机肥—光
伏—沼气发电站为一体的全封闭绿色生态产业链呼
之欲出。

邬文芳的现代化生态农业产业园占地面积65
亩，流转租用山地5000亩，总投资3500万元，建成
“5厂2园2中心2基地和13个专业合作社”，包括万
头黄牛养殖场、6000吨青贮饲料加工厂、10万吨生
物有机肥厂、肉牛屠宰厂、牛肉深加工厂、2000亩板
栗园、光伏产业园等。实现年出栏肉牛5000头、肉
羊1万只；年实现利润2000万元；解决就业200人，
带动肉羊肉牛养殖户100户、饲草种植户1万户，为
农民人均增收1000元。

为了让周边贫困户早日脱贫，邬文芳还将园区
的牛羊发放给贫困户托养，效益按3∶7分红，贫困户
占大头，公司以保底价回收。目前，公司共为20户
贫困户发放托养牛260头、羊142只，让托养户实现
了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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