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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城县

借来“活水”摘穷帽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晨曦微露，江西省南城县万坊镇
鄱阳村许家湾村小组贫困户许刚就
赶着牛出门了。经过一冬的“进补”，
他饲养的牛膘肥体壮。几年前，看着
别人发“牛”财，许刚动了心，有了养
牛的想法。但启动资金成了最大的
问题。在他一筹莫展时，南城县检察
院驻鄱阳村连心小分队联系当地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通过“产业扶贫信
贷通”，帮助他贷款 1 万元购买了 3
头小牛犊。在许刚的精心饲养下，如
今，3头小牛犊都已长成健壮的成年
商品牛，他因此获得政府奖补资金
3000元，也有了稳定的收入，一举摘
掉了“贫困帽”。

发展产业扶贫，关键要“扶上
马”。如何提升金融资金综合效益，

解决好贫困户产业基础薄弱、经营风
险高、抵押品匮乏等“短板”，促进特
色扶贫产业加速崛起？近年来，江西
省南城县大力推进金融扶贫，采取政
府制定菜单、贫困户点菜、政府奖补
的“菜单式”扶贫模式，引导贫困户发
展畜牧业、中药材、经济林果等特色
产业，通过引入政府增信机制，在城
上村、昆塘村等 10 个省级贫困村率
先推出“产业扶贫信贷通”，构建农村
产权融资业务的风险分担机制。通
过建立 1∶8 的杠杆比例风险缓释补
偿基金，拿出风险补偿金20万元，资
金贷款额度160万元，优先发展板栗
种植、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让贫困
群众有了致富的“源头活水”。

为确保金融扶持资金不跑偏，南

城县扶贫办制定出台配套信贷资金
督查办法、产业技术培训办法等，全
力帮助享受产业贴息贷款的群众管
好、发展好产业，促使产业发展起来、
效益凸显出来。

“扶上马”更要“送一程”。为让
贫困户真正享受产业扶贫“礼包”，南
城县建立了面向所有涉农金融机构
的农户信用信息征集和信用评级体
系，形成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构建
银行机构与蜜橘、蛋鸡等特色种养协
会的合作机制，借助各类协会跟踪种
植养殖户经营状况，由协会推荐客
户，并通过历年补贴额度、信用状况
等多方面考量，核定授信额度，破解
了信用社与种养殖户信息不对称的

“瓶颈”。此外，出台《建档立卡户产

业扶持办法实施细则》等，从制度保
障、政策配套方面，对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富民支柱产业给予小额
信贷政府贴息和户均最高 3000 元
的基础性扶持补助。目前，全县有
953 户 贫 困 户 获 得 政 府 贴 息 贷 款
778.58万元、产业扶贫奖补资金100
多万元，有560多户通过金融产业扶
贫政策实现了脱贫。

要带动产业发展，仅靠农户单打
独斗是很难实现的。在开展金融扶
贫过程中，南城县积极发挥农业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带头作用，捆绑帮扶贫困户，提
高扶贫产业贷款质效，从而防止“撒
胡椒面”，最大化发挥出资金综合效
应。同时，南城县农商行、县农发行
等金融机构还根据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帮扶贫
困人口的多少、增收幅度等，增加授
信额度和实行贴息奖励，保证扶贫

“活水”浇“大田”。2018 年，南城县
建昌镇姚家巷村麻岭下组贫困户邱
小亮在当地扶贫干部的推荐下，以土
地入股的形式加入村里的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成为基地产业工人，一
年下来，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就超过
2万元，逐渐走上增收致富路。

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创新金融产品，加大资金投放

让更多贫困群众得到实惠
本报记者 冯举高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孙金霞

河北省阜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是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试点地区。阜平贫困范围广，
贫困程度深，发展基础弱，全县有贫
困 村 164 个 ，占 全 部 行 政 村 的
78.5%；贫困人口10.81万人，占总人
口的 47%。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
阜平县政府搭建了金融帮扶工作平
台，2015 年 11 月，邮储银行阜平县
支行与阜平县金融服务中心及阜平
县惠农担保有限公司签署了三方协
议，正式开办“阜平县金融扶贫小额
担保贷款”。2015 年 12 月，邮储银
行 阜 平 县 支 行 发 放 出 首 笔 扶 贫
贷款。

助力阜平县脱贫攻坚，只是邮储
银行河北省分行扶贫案例之一。数
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邮储
银行河北省分行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规模达 68.79亿元，其中个人精准扶
贫贷款规模 9.78 亿元、单位精准扶
贫贷款规模 59.01亿元，有力支持了
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

加大资金投放

阜平县平阳镇王快村村民王金
权家里有 4 口人，以前他以打鱼为
生，近几年由于邻近的王快水库不能
捕鱼了，他就养起了貉子。

“2015 年 12 月 刚 开 始 养 貉 子
时，由于家里没钱，只养了十四五只，
2016年自然繁殖达100多只。养殖
成 本 不 断 加 大 ，资 金 周 转 不 开 。
2017 年我申请了邮储银行 5 万元扶
贫贷款，5 万元还完后，今年又申请
了10万元。”王金权说。

“从 2015 年开始做金融扶贫贷
款，我们与保定 9 个贫困县积极合
作，还在原来以零售信贷为主的基础
上打造普惠金融，2017 年底成立了
三农金融事业部，主要负责金融扶
贫。2018 年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
包括成立以市分行行长为组长，各副
行长为副组长，各部室为成员单位的
金融扶贫领导小组，明确了各成员部
门的工作职责和协调机制；明确了各

县支行‘一把手’作为金融扶贫第一
责任人，签订扶贫责任书，将金融扶
贫作为现阶段的重中之重，要求行内
管理人员专题部署、统筹安排，亲自
抓、亲自管。”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三
农金融部总经理武向宁说。

为确保完成政府部门和邮储银
行河北省分行制定的金融精准扶贫
和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目标，邮储银行
保定市分行根据各县区贫困人口基
数、贫困县数量、贷款投放等因素，分
解全区金融精准扶贫计划，层层压实
责任。

作为全省 25 个贫困镇责任银
行，截至目前，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
联合贫困村村支两委对责任乡镇的
全部贫困户进行了走访，累计走访贫
困户3万多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明
白纸和宣传册3万多份。

此外，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联合
25个责任乡镇村两委开展建档立卡
贫困户信用评级工作。截至目前，已
完成 8.8 万多人信用评级，并对信用
良好的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贷款资
金支持。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邮储银行
保定市分行针对贫困户发放的“惠农
易贷”直接支持贫困户 249 户、1049

万元。贷款资金投放产业涉及猪、
牛、羊、驴、貂等养殖业，蔬菜、食用菌
等种植业以及家庭手工业、餐饮业等
多个行业。

创新金融产品

2018 年 4 月，阜平县台峪乡平
房村养殖户李辉获得了邮储银行一
笔10万元的贷款。

“扶贫贷款业务的流程比较简
化，利率低，放款也比较快。”李辉说。

“相对来说，金融扶贫贷款速度
比较快，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开辟了优
先审批的绿色通道，同时对业务流程
进行优化，从受理到放款原则上不超
过 3 天。”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信贷
员温泉告诉记者。

40 岁的李辉家里有 7 口人，去
年他向邮储银行申请了 2 年期的养
猪贷款，政府为他提供了担保金担
保，李辉为政府提供了非标的反担保
措施。对李辉来说，这样的2年期贷
款利率低，到期还本金、每月还利息
让他轻松很多。

王金权和李辉所申请的贷款，是
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推出的“阜平县
金融扶贫小额担保贷款”产品，这款

产品贷款期限为 1年至 3年、贷款利
率执行人民银行同档期的基准利
率。担保方式是由政府提供担保金
担保，按 1 比 5 的比例放大贷款，政
府对逾期客户进行100%代偿。

此外，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还推
进“政银企户保”模式。以财政资金
撬动金融资本支持脱贫攻坚。“我们
加强同政府部门、保险公司、担保公
司等在金融扶贫领域的合作，主动对
接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扶贫开发规
划，加强多方协调联动，建立‘政府引
导、银行放贷、企业带动、农户用款、
政府贴息、保险兜底’机制，实行‘乡
镇摸底签字、政府初选提名、邮储甄
别放贷’的流程，合力破解贫困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扶贫龙头企
业、股份制经济组织的融资难问题。”
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三农金融部工
作人员王昆说。

据介绍，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三
农金融业务在信贷投放规模方面不
做限制，并在信贷系统中单独增加扶
贫标识，定期通报各县行扶贫贷款发
放情况，对扶贫贷款较慢的支行安排
专人进行帮扶，做到真扶贫、扶真
贫。同时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
情况下，对贫困地区金融扶贫业务给
予利率优惠。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该
行申请的贷款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同
档期贷款基准利率；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有带动作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企业以及扶贫项目，在贷款产品要
素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邮储银行保定市分行行长邢宗
岳表示，保定市分行还将不断深化扶
贫小额贷款等专项扶贫贷款的推
广。2019 年，将根据贫困地区的不
同特点和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各项
业务制度，创新落地更多的金融扶贫
产品，加大信贷投入，让贫困地区的
更多群众感受到邮储银行的各项
实惠。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邮储银行
保定市分行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742 笔，金额 3596 万元，个人精准扶
贫贷款结余86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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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

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工作人员向贫困户介绍扶贫政策。 董瑞鑫摄（中经视觉）

安徽省蒙城县双涧镇阜西村阜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双涧镇产业

扶贫基地。当地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组织贫困群众种植玫

瑰花、金银花、决明子、昆仑雪菊等中药材，目前已建成规模达500余亩的自

营药材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吸纳就业等方式，带动贫困村、贫困

户实现持续稳定脱贫。图为5月4日，在阜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加工车

间，务工农民对刚采摘的玫瑰花进行分拣。 （新华社发）

解决鱼汤坪、碗厂、楠木湾等
12 个村民组 900 余人的人畜饮水
困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筹措资金，
修建李子坪至岩上、马中岭至长冲
等7条通组公路……

这是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大乌
江镇马龙村“第一书记”秦松驻村一
年多来取得的“成绩单”。

秦松是余庆县环保局派驻马龙
村的干部。马龙村位于乌江河南
岸，距镇政府 26 公里，地域面积
27.4 平方公里，辖 27 个村民组 951
户3206人，有党员65名。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最
大的愿望。”秦松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后，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思
路，一方面狠抓党员群众思想教育，
消除贫困群众等、靠、要及自身发展
动力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带领党
员 群 众 跑 项 目 、建 基 地 、兴 产 业
增收。

为加强对驻村干部的管理，充
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与作用，余庆县
立足“因制管理、因责考核、因绩选
用”，出台《同步小康驻村工作考核
管理暂行规定》，对驻村干部的教
育管理、考核评议、督查问责、跟踪
培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有力促
进“真蹲实驻、真抓实干、真帮实
促”。

余庆县驻村干部牢牢抓住产
业扶贫这个“牛鼻子”，按照“一长
两短”要求，围绕茶叶、生猪、中药
材等产业，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探索建立股份制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 30 个，将贫困户全部组织起

来加入集体经济抱团发展，切实让
贫困户“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
脱贫门路”。

余庆县按照“一任务两要点三
清单”要求，每月制定下发《同步小
康驻村工作指导要点》，建立脱贫攻
坚指挥系统、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指
挥系统，探索制定驻村第一书记、驻
村干部召回撤换制度，切实解决驻
不下、驻不实、作用发挥不好问题；
推行驻村工作队“目标化管理”，对
各阶段驻村工作开展，运用干部述
职与量化考核测评相结合，采取座
谈了解、个别谈话、述职评议、满意
度测评等方式，对驻村工作组和驻
村干部进行实绩测评，着力提高驻
村干部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强
化驻村干部自我约束力，切实增强
帮扶效果。

同时，余庆县还建立驻村干部
人身意外保险、交通、食宿、办公等
保障机制，修缮提升村级小食堂、
小厕所、小澡堂、小图书室和小文
体室“五小”基础设施，让驻村干部
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无后顾之
忧，着力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
作队”。

据了解，余庆县驻村干部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特长，累计帮助争取
项目 110 个，协调资金 2800 多万
元，办实事 300 余件，完成 12 个市

（县）两级后进村党组织整顿提升任
务，帮扶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384 户
1329人，该县的贫困人口发生率从
2016 年底的 5.4%下降到目前的
4.23%。

贵州余庆加强驻村干部精细管理

驻村干部干得好

贫困群众脱贫快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在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
上庄村的且珍壹佰生态园里，刘小
清和其团队正通过抖音直播，在网
上大力推广自家的茶产品。2018
年，凭借抖音直播、电商促销等新媒
体手段，刘小清茶园的茶产品销量
增长了30%以上。

“通过抖音、微信等新媒介推广
紫金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紫金
蝉茶品牌。”紫金县“茶叶网红”温心
虹告诉记者，作为紫金蝉茶本地网
红代表之一，温心虹目前的抖音账
号已有上百万粉丝关注。

紫金县是广东省茶叶的主产县
之一。“互联网+农业”的兴起，将网
络流量成功转化成茶叶的顾客资
源，为该县的茶叶销售提供了新的
路径。今年以来，紫金县顺势启动
了“茶叶网红”培育计划，引导茶叶

从业者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及网红流
量等资源，推介当地茶叶品牌，收到
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紫金县的茶叶种植
面积已经达到 4 万亩以上，茶叶基
地达100个以上。茶产业的快速发
展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数据显示，紫金县的
扶贫产业中，茶叶种植项目有 23
个，规模为 6867 亩，投入资金达
2842 万元，年收益约 248 万元，带
动贫困人口4540人。

“先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龙
头企业再带动贫困户、散户种植茶
叶，通过产供销模式，给贫困户提供
技术支持和服务。同时，对贫困户
的产品进行保底回收，最终帮助他
们实现脱贫致富。”紫金县扶贫工作
局工作人员说。

“茶叶网红”助脱贫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黄从高

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员走访蘑菇种植贫困户。王思文摄（中经视觉）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加强对驻村干部的管理，充分利用

他们的优势、特长，帮助当地谋划发展思路、争取项目与资

金，切实增强帮扶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