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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想引领 明确工作目标

安阳农信系统深入开展金融
服务进村入社区活动，大力开展普
惠金融，加大农民自助服务网点、
ATM机、POS机等布放力度，截
至2017年11月末，我市农信系统
卡余额107.31亿元，累计发放金
燕卡 173.78 万张，布放 ATM 机
295 台、POS 机 5431 台、自助通
690台，开通网上银行10.65万户、
手机银行24.73万户，进一步满足
了广大客户的支付结算需求。同
时，大力推进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网
点建设，截至2017年11月末，全
辖共设立金融自助服务网点490

个，有力地促进了服务触角延伸，
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
信用良好、有贷款意愿，有就业创
业潜质、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能力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支持力度，对
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脱
贫攻坚期内保持信贷支持政策不
变，力度不减。”安阳农信系统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安阳农信系统要求辖内
各行社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时，严格执行相应的利
率政策，按照不高于对应期限的基

准利率进行发放。
“我们将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一
如既往地支持全市
经济发展，以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
十九大脱贫攻坚
重要指示，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做
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该
负 责 人
表示。

以攻坚精神 促永续发展
安阳农信系统切实担负金融扶贫社会责任
□记者 高志强 牛静
芳 通讯员 田永峰 芦
羿君 李涛

核心提示 | 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重点工作，摆到
治国理政的重要位
置，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推进。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让
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
庄严承诺。要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力量，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深入开展脱贫
攻坚，保证全体人民
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
更多获得感，不断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习
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
调，必须补好扶贫开
发这块短板，并明确
提出“要做好金融扶
贫这篇文章，加快农
村金融改革创新步
伐”，实施金融助力扶
贫、精准脱贫事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宏伟目标。

安阳农信系统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紧
紧围绕党中央“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落实省联社《关
于做好2017年金融
精准扶贫工作的意
见》，切实把扶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截至 2017 年 11 月
末，安阳农信系统投
放扶贫贷款8027户、
余额 14.85 亿元，共
帮扶 3.84 万贫困人
口。其中，向建档立
卡贫困户投放贷款
7932 户、金额 6.16
亿元，共帮扶1.92万
贫困人口。向各类新
型农业经济主体（含
产业和项目）发放95
户、金额8.69亿元，
共帮扶 1.92 万贫困
人口就业。

“我们安阳农信系统深刻认识
到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农村人口全部脱贫是
一个标志性指标’的深远寓意。在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就第一时间组
织辖内各行社召开金融精准扶贫

工作动员会，再次明确金融精准扶
贫精神，全体农信员工以十九大脱
贫攻坚指示为引领，将金融扶贫作
为一项惠民工程和政治任务，作为
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去工作。”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悉，为做好金融扶贫，安阳

农信系统辖内各行社均成立了金
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
实施方案，周密安排部署，明确目
标计划，狠抓措施落实，并明确专
门部门、专人负责扶贫工作，持续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有效推进金
融精准扶贫工作落地生根。

2017 年该系统重点对辖内

292个贫困村，28950户贫困户，
开展入户调查和评级授信工作，入
户调查率达到100%，对有贷款需
求的贫困户，及时给予信贷支持。
2017年全市农信系统计划累计投
放各类扶贫贷款5.6亿元，现已投
放13.27亿元。

在精准扶贫上，安阳农信系统
用足、用活各项扶持政策，积极对
接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结合辖区
困难企业和贫困户需求，加快信贷
产品和贷款方式的创新与推广，本
着“宜户则户、宜社则社、宜企则
企”原则，灵活确定承贷主体，满足
其资金需求。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与政府及
安阳市风之阳太阳能有限公司签
订了“三位一体”战略合作协议，推
出了金融扶贫“新能源贷款”产品。
由政府牵头提供贫困户名单，安阳
市风之阳太阳能有限公司在贫困
户房顶或村委会指定的地方安装
分布式光伏发电站；贫困户按照每
组（3500 瓦）向银行申请贷款
25000元，期限10年，使用售电收
入及国家电网补贴收益权作质押，
由合作方光伏电站销售及安装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按贷款总

额的5%缴纳保证金；安装公司每年
补贴贫困户660元现金，10年后，电
站所有权归农户，每年收益可达
4000元；银行提供金融支持，信贷
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执行，以按
揭还款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截
至2017年11月末，已投放新能源
贷款883笔、金额5661万元。

在扶贫模式上，林州市农信联
社大力探索“政府+金融+保险+产
业+扶贫”五位一体精准扶贫模
式，研究制定了《扶贫小额贷款评
级授信管理办法》《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投放方案》和《精准扶贫小额
贷款专项考评制度》等制度和办
法，指导规范全辖农信社的精准扶
贫贷款工作，同时建立了扶贫贷款
投放目标台账，将任务层层分解，
明确各信用社主任为各乡镇精准
扶贫工作第一责任人，强力推进金
融扶贫贷款投放工作。截至2017

年11月末，共投放龙头企业扶贫
贷款2827笔、金额28270万元。

2017年，汤阴农商银行积极
创新金融扶贫模式，通过与政府部
门积极沟通协调，采取“政府风险
补偿金+财政贴息”合作模式，走
出一条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
式”扶贫的新路。该行深入全县
297个行政村，在建档立卡的3382
户贫困户，调查走访10361名贫困
人口，全力帮扶有贷款意愿、有就
业创业且有还款能力的贫困户和
愿意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滑县农商银行“一对一”产业
扶贫模式，与滑县人民政府、牧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政
银企扶贫合作协议》《政银企产业
扶贫合作协议》三方协议，实施产
业精准扶贫战略。建立了“政府+

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产业扶贫合作机制，以生猪产
业为平台，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
贫困户脱贫为目标的扶贫机制，实
行扶贫一对一帮扶，真实凸现精准
扶贫。

2017年以来，内黄县农信联
社按照“守土有责，主动融入”的精
神，突出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创新
了“政府、农信社、保险公司、扶助
贫困户”四位一体的金融扶贫模式
和“政银担”“政银保”金融助力扶
贫工作，推出“脱贫助力贷”产品。
截至2017年11月末，已投放脱贫
助力贷573笔、金额2.56亿元。

安阳农信系统通过创新金融
扶贫产品、改进金融扶贫服务、拓
展金融扶贫领域，不仅为贫困群众
提供了资金，而且为其提供了脱贫
底气，得到了贫困户的好评，也得
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一致认可。

安阳农信系统通过分发传单、
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大力
宣传农信系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最新政策。同时，与政府结合，对
辖内有创业意向的贫困户开展集
中培训，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
结合，有效提高辖内贫困户懂金
融、用金融的知识理念，改变一些
想要创业的贫困户“不想贷”“不敢
贷”的思想，提高群众自主脱贫创
业的意识和愿望，确保贫困户贷得
到、用得好、还得上、能致富，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此外，安阳农信系统加强金融

扶贫项目的管理，对于贫困户参与
的扶贫产业项目，做到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产业项目双调查。加强
对扶贫贷款对象的审查，防止非建
档立卡贫困户“搭便车”。

同时，定期对贷款人生活和产
业经营情况进行检测分析，建立资
金监管机制和跟踪机制，对可能影
响贷款安全的不利情形及时采取
针对性措施。作为区域牵头行的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及时印发了《安
阳商都农商银行关于金融精准扶
贫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扶贫
工作成效进行严格考核，对完成任
务较好的行社给予奖励；对完成任
务缓慢行社的领导班子定期约谈，
对未按期完成年度任务或弄虚作
假的行社给予严肃问责，清除脱贫
攻坚道路上的所有阻碍，为早日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贡献力量。

创新扶贫产品 提供攻坚保障

做好宣传管理 畅通攻坚道路

开展普惠金融 延伸扶贫触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