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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声音

理念引领 创新驱动 开创金融扶贫新局面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精神

河南省金河南省金融扶贫巡礼融扶贫巡礼··洛阳篇洛阳篇

洛阳市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1个
省定贫困县，其中4个县属于秦巴山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村669个，贫
困人口31.7万，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
年来，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紧紧围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以扶贫
再贷款为龙头，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抓
手，大力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
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导、央行推动、金
融聚力”的金融扶贫长效机制，金融扶
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9月底，
共发放扶贫贷款55.7亿元，直接支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9万人，带动4.8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用足用好扶贫再贷款政策

“把‘再贷款’用到刀刃上，最大限
度地激发精准扶贫效应，是人民银行
开展金融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人行

洛阳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赵德
旺如是说。

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充分发挥扶
贫再贷款的撬动作用，以扶贫再贷款
为龙头，引导低成本资金投向带动贫
困户发展力度大的农业龙头企业、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以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确保扶贫再贷款“可获
得、能知晓、用得好”。

2017 年年初，汝阳、宜阳两县成
为人行总行开展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
发放贷款定价机制试点。人行洛阳市
中心支行指导汝阳农商行、宜阳农商
行等4家试点法人金融机构创新推出

“风险—帮扶/投向系数”定价模型，将
金融机构的帮扶效应与扶贫再贷款的
利率定价联系起来，发挥扶贫再贷款
的最大效应，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度，
形成了“贷款—贫困户—扶贫企业—

贫困户受益”的良性循环。
截至 9月底，洛阳市扶贫再贷款

余额 13.1 亿元，同比增长 114.8%；累
计发放扶贫再贷款 22.7亿元，覆盖全
市所有贫困县；金融机构运用扶贫再
贷款资金发放的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远低于同期平均贷款利率。扶贫再
贷款的大量投放，既有效引导扶贫信
贷资金的持续增长，又使金融扶贫成
本显著下降。

“信贷+信用”疏通金融扶贫之渠

栾川县是首批“中国旅游强县”之
一，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也有
大量贫困人口。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
选择在栾川县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与“信贷+信用”普惠金融试点工作，将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普惠金融、精准扶
贫有机结合，持续开展农户信用信息采

集和信用户、信用村创建工作。目前，
栾川县庄子、百炉、协心等8个村被授
予“信用村”，已授信农户3169户，授信
总额达1.7亿元，惠及220户贫困户就
业或脱贫。在撬动涉农信贷投放的同
时，栾川县因势利导建设农户信用信息
平台，解决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主体缺
位问题。其相关做法得到人行郑州中
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徐诺金的批示：

“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在栾川探索‘信
贷+信用’的普惠金融途径，既解决了
农民的贷款难，又推动了信用体系建
设，效果很好，很有推广意义。”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
更好地支持精准扶贫。人行洛阳市中
心支行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共同
参与的工作机制，依托各县金融扶贫
服务组织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体
系。截至目前，洛阳辖区共录入农户

信 息 92.1 万 户 ，占 农 户 总 数 的
87.8%，贫困户录入比例接近100%。

引导创新开拓金融扶贫之路

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充分发挥引
导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健全贫困地区
金融组织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
地区聚集，推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
服务创新。

洛阳市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
扶贫信贷产品，陆续推出“脱贫助力
贷”“美丽乡村贷”“互助保”“能人
帮扶贷”等金融产品，受到贫困地
区群众广泛欢迎。如宜阳农商行
开 发 的 创 新 信 贷 产 品“ 脱 贫 助 力
贷”,通过引入政府的风险缓释机
制、财政贴息机制，充分调动金融
机构支持扶贫的积极性，被洛阳市
政府在全市范围推广。截至9月底，

全
市 共 发
放“脱贫助力
贷”7280笔、金额
20.1 亿元，其中支持
能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业发展的企业204家、金
额 7.4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万余人；直接支持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1.3万人、金额5.4亿
元。

农村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日趋完善。目前，洛阳市农村地区共
有479个银行网点、1701台ATM机、
2.1万台POS机，3012个助农取款点，
建成集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务功
能于一体的普惠金融服务站 103个，
实现了现代化支付系统全覆盖。

农发行洛阳市分行作为洛阳市唯

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认真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坚持服务脱贫

攻坚大局，积极探索服务脱贫攻坚有效

途径，发挥了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骨干和

支柱引领作用。

聚焦民生，全力服务棚户区改造。

洛阳市启动伊滨新区撤村并城项目后，

我分行及时向福民 1 号小区农民集中

住房项目发放贷款 5亿元。近年来，累

计投放贷款30.9亿元，先后支持了伊滨

新区撤村并城 1号、2号、3号、8号、9号

小区项目。强力支持县区城中村改造，

2013年以来，累计发放城中村改造贷款

25亿元，陆续支持西工区史家屯棚改项

目、瀍河区旭升城中村改造项目，孟津、

偃师 6县域棚改、城中村改造项目共计

15个。充分运用国家批准农发行棚户

区使用 PSL贷款的政策，做到让利于民

于企，发放PSL贷款16.8亿元。

近年来，我分行累计支持洛阳市新

增住房面积 394.2万余平方米、住房 3.1

万余套；安置农民1.8万余户、8万余人，

城中村改造贷款基本覆盖 11 个县区，

促进了洛阳城乡一体化步伐不断换挡

提速。

紧扣重点，全力服务新型城镇化。

积极支持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先

后发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11.8亿元，支

持新安县产业集聚区路网建设项目和

涧西区、偃师、宜阳土地整治项目11个，

为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积极支持县域公路建设，先后发放

贷款 3.6 亿元，支持连霍高速偃师连接

线、二广高速汝阳连接线、国道 G344北

坡至旧县改建工程、省道 S328 栾川段

升级改造工程等项目，使市县交通更加

便捷。

心系河洛，全力服务水利和生态建

设。先后发放水利建设贷款 4亿元，支

持栾川县第四水源地饮水工程建设项

目、伊川县供水水源地建设项目等，满

足了城市发展和百姓饮水安全的需

求。先后投放贷款 11 亿元，支持瀍河

水生态治理一期建设项目、龙门石窟周

边景区生态环境建设、洛阳周山林业生

态建设、偃师洛河河道治理、汝阳北汝

河综合治理等 5个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使洛阳大地山更青、水更绿。配合洛浦

公园向东、向西延伸，提升洛阳城市防

洪标准，发放贷款 1 亿元，使洛浦公园

建设得更美更具规模。

近年来，邮储银行洛阳市分行认

真践行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助力

小微企业，助力地方经济，合理配置金

融资源，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积极

服务三农、助力民生、支持小微企业等

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创业扶贫，银政合作共筑扶贫合

力。为切实解决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创业难、贷款难”问题，邮储银行洛阳

市分行坚持出实招、干实事。深入实

施省人社厅与省分行联合推出的“大

众创业惠民工程”，与市创业贷款担保

中心联合开办“创业担保贷款”业务，

今年在洛阳地区投放 4.8455 亿元，帮

助 4002 人实现了创业梦想，是目前洛

阳市银行业中覆盖广、成效大、惠及群

众多的创业扶贫类贷款，被称赞为真

正能“贷得到、用得好、还得上、能致

富”的贷款。

精准扶贫，加大对“三农”支持服

务力度。邮储银行洛阳市分行与

市扶贫办联合，推出了面向

贫困群众的专项产品

——“惠农扶贫

贴 息 贷

款”，通过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金，打

通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渠道，向有生产

经营项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动贫

困户发展的专业大户发放扶贫贴息贷

款，增强贫困户获得信用贷款进而脱

贫致富的能力。目前已在全市 6 个县

域开办该项贷款业务，累计投放贷款

1.41283 亿元。同时，面向贫困地区家

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投放贷款，强化新

型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有

力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户脱贫。

定点扶贫，结对帮扶带动农户脱

贫。在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下，邮储银

行洛阳市分行主动投身到定点扶贫

中，积极推进“精确扶贫、结对帮扶”工

作。汝阳县赵庄村是邮储银行洛阳市

分行定点帮扶村，全村 12 个村民组共

345户、1450人，资源匮乏，交通条件落

后。我行根据全村贫困户的不同情况

分类，对有劳动能力的家庭进行劳务

输出协调支持，对特别贫困又缺乏劳

动力的家庭给予及时救助，符合项目

标准的争取项目扶持和资金帮助，并

号召分行员工与村里 71户贫困户结对

帮扶，实施点对点、因户因人施策的精

准扶贫，切实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帮

助其尽快脱贫致富。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贯彻落实中

央脱贫攻坚部署，强力推动金融精准

扶贫，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助推“三

农”稳步发展。截至 10 月末，小额扶

贫信贷累计投放 1.5806 亿元，余额达

1.1607 亿元，比年初新增 5396 万元，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080 户，居全省

农行系统第一方阵。

加快产业扶贫，带动整体脱贫。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依据省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清册，“一对一”制订金融扶贫方

案，通过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发

挥产业带动作用，辐射贫困户整体脱

贫。针对挂点帮扶的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村——洛宁县底张乡北安沟村，积

极开展“融资、融信、融智”帮扶，在集

资帮助硬化、绿化乡村道路的同时，主

动对养羊产业进行金融支持，先期投

放农户贷款 120万元，建设养殖场地，

开展养殖知识培训，带动该村实现脱

贫致富。10 月份，在伊川县政府大力

支持下，我行与相关主体签订“政府扶

贫办+企业+贫困户”三方协议，成功

办理首笔扶贫贷款 4500 万元，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900户。

创新扶贫模式，落实精准扶贫。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强化与地方政府合

作，大力推广政府增信金融扶贫模式，

破解“三农”、小微客户融资难问题，并

在栾川县三川镇大红村取得突破。采

取“企业+贫困户+产业”发展模式，引

进一家农业开发公司在当地种植适合

本地气候和土壤的艾叶和大头草，由

公司作为担保方，为在企业从事劳务

工作或者提供原材料的贫困户提供担

保，我行为贫困户提供小额扶贫贷款，

帮助农户脱贫致富。截至目前，已累

计为该项目贫困户发放贷款516万元，

带动贫困人口320户。

完善服务体系，提供优质服务。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全力打造“四位一

体”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通过“物理

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工程+互联

网金融”，在重点区域、市场、乡镇提

供全覆盖的金融服务。去年以来，新

建自助银行或金融便利店 55个，设立

“金穗惠农通”工程服务点 3917 个、助

农取款服务点 1989 个，乡镇和行政村

的覆盖率分别达 100%和 76%。累计

发放可享受“三免一减”优惠政策的

社保卡 61万张，激活率达 90%。

精准扶贫 输血济民
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扶贫工作

洛阳农商银行坚定不移地把服

务“三农”当作沉甸甸的使命，始终不

渝地将金融扶贫作为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的生动实践，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把金融扶贫扶到“根”上。

突出“真”的总基调。洛阳农商银

行系统始终把带着真感情、要下真功

夫、拿出“真金白银”、要有真业绩、经

得起贫困户真实评价“五个真”作为金

融扶贫工作总基调，把金融扶贫当作

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紧盯脱贫

攻坚任务，扭住工作推进举措，有效促

进了金融扶贫工作“开花结果”。

坚持“动”的新路径。洛阳农商

银行系统实施政府、银行、受益主体

三方联动，有效促进政府主导作用充

分发挥、银行资金充足精准灌溉、受

益主体干事热情有效调动。栾川农

商银行与县扶贫办签订合作协议，开

发“惠民贷”扶贫贷款，让贫困户得到

实惠；与县政府、农业局、企业协会以

及 64 家龙头企业等联手实施农业特

色化、产业化的支持模式，拉动县域

经济链条，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打出“新”的组合拳。洛阳农商

银行系统针对贫困户自身实际，

量身定制金融产品，实

施 差 异 化

金融服务，确保金融扶贫“接地气”。

偃师农商银行倾心打造“星光大道”富

民惠农创新工程，已为494家中小企业

授信 26.7亿元；伊川农商银行开发“富

农宝”“微贷通”“抵贷通”“兴业通”等，

帮助农户、商户和中小微企业温暖“过

冬”。洛宁农商银行支持发展苹果种

植，实施“果农乐”贷款，深受果农欢

迎。截至目前，全市农商银行系统为

1817 户贫困户发放了贷款，金额达

5791 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826

户，贷款金额3003万元。

落实“惠”民真行动。洛阳农商

银行系统在优化物理网点的基础上，

加大自助设备布放力度，加快电子银

行推广步伐，加强农民金融自助服务

点建设，实现了金融服务无盲区全覆

盖。截至 10月末，已设立农民金融自

助服务点 804个，惠农支付服务点 366

个，布放 ATM、POS 等自助机具 7464

台，发放银行卡 421万张，开通网上银

行和手机银行 34 万户，真正实

现了农商银行金融服务

的零距离。

让金融扶贫在
农商银行“开花结果”

□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

扎根河洛大地 全力脱贫攻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洛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刘绍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洛阳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高建民

□洛阳农商银行区域党组书记，洛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涛

农发行洛阳市分行为洛阳市伊滨区富民安置2号小区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农行洛阳分行行长苏军和地方政府负责同志共同考察带贫企业

邮储银行洛阳市分行副行长程相流深入基层为贫困户建立档案卡资料

洛阳农商银行区域党组书记，洛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涛深
入嵩县等地开展金融扶贫工作调研

精准扶贫多施策
金融“活水”润“三农”
□中国农业银行洛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