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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六项服务机制 实施金融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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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篇鹤壁篇

近年来，人民银行鹤壁市中心支
行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

“政府主导、央行推动、金融聚力”，以
六项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取得突出成
效。全市扶贫贷款余额达 9.15亿元，
带动和服务贫困人口9000多户，贫困
人口覆盖率达50%以上。

创新扶贫服务机制，协调联动推
进金融精准扶贫。为有效整合“政、
银、担、保、投”等各类资源，鹤壁市出
台了《鹤壁市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
攻坚实施方案》《鹤壁市扶贫小额信贷
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鹤壁市地方
金融助推脱贫攻坚政策措施暂行办
法》等 6个方案，建立 3540万元的风
险补偿基金，指定政府性担保机构介
入，并协调财政存款提高信贷投放能
力。同时，组建县、乡、村三级金融扶

贫服务体系，为金融助力脱贫攻坚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创新信用评价机制，营造扶贫攻
坚优良信用环境。政府主导、人行牵
头，建立和完善了农村信用建设组织
体系，跨部门协同开展贫困村、贫困户
信息采集和录入，构建扶贫征信机
制。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合机
制，建档立卡信用贫困户享受“两免一
贴”和优惠信贷政策，失信户则受到限
制，不能充分享受优惠政策。人民银
行鹤壁市中心支行走村入户组织开展
评级授信，完成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入户调查，评级授信50%以上。采
取“信贷＋信用＋贫困户”等模式，发
放扶贫小额信贷 5018 笔、共 1.91 亿
元，贫困户获贷率达到26%。

创新组织机构机制，打造金融扶

贫专营服务体系。人民银行鹤壁市中
心支行组织建设 16个普惠金融服务
站，为贫困村、贫困户提供全方位金融
服务。金融机构成立金融扶贫专营机
构和团队，下沉金融服务，缩短服务半
径，提高贫困人口金融服务的可获得
性。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在县以下农
村地区组建 5个扶贫信贷机构，做到

“延伸城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建
立24人的扶贫信贷工作队伍，为精准
小额信贷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确保
了精准扶贫的“专注、专业、专一”。

创新金融品牌机制，量身定制金
融扶贫信贷产品。人民银行鹤壁市中
心支行协调全市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扶
贫信贷产品创新，打造金融品牌，相继
推出“美丽乡村贷”“移民贷”“脱贫助
力贷”“阳光扶贫贷”等产品。鹤壁农

村商业银行“美丽乡村贷”，对入选国
家传统村落名录村、特色种植养殖基
地村的施家沟、狐尾沟、王家辿等试点
村守信贫困户累计发放贷款84户、金
额 1275万元。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
推出的“移民贷”，支持异地搬迁扶贫
项目安置区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支持

“移民”群众后期发展。对在金融扶贫
中有资金需求的法人金融机构，人民
银行鹤壁市中心支行优先安排发放再
贷款，激励支持他们加大扶贫信贷力
度。

创新产业支撑机制，激发贫困群
众脱贫内生动力。按照绿色、生态和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要求，鹤壁市针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贫企业，明确
了特色扶贫产业。人民银行鹤壁市中
心支行推动各金融机构积极介入，以

促进产业的发展带动并激发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全市发放产业扶贫和项目扶贫贷
款6.52亿元，共带动7668个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中国银行鹤壁分行推出的
专项产业扶贫贷款产品“养殖贷”，针
对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永达集团
批量推荐的家庭养殖场等优质上游供
应商，专门提供流动资金授信。目前，
总授信达 3000万元、覆盖 22户养殖
场，带动50余户贫困户再就业。

创新风险防控机制，切实维护金
融机构债权安全。为提高金融扶贫的
可持续性，鹤壁市金融扶贫机构围绕
风险化解、分散和处置，创新信贷风险
防控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贷款主体设
置70天的还贷缓冲期，县区政府建立
扶贫贷款周转金制度，为借款主体提

供
帮 助 。
缓冲期结束
后，借款主体无
法还款的，由县区风
险补偿金、金融机构和担
保机构按约定比例分担。同
时建立贷款熔断机制，对贷款
不良率超过 5%的乡镇和超过
7%的行政村暂停贷款发放，由各县
区成立扶贫贷款清收小组，加大对逾
期贷款的清收力度。

行百里者半九十。人民银行鹤壁
市中心支行将协调全市金融机构,在
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砥砺前行、奋
力拼搏，为鹤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积极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和省分行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自身力量，聚焦“三农”扶贫与

产业扶贫，积极担当社会责任，努力做

最好的银行。

聚焦产业扶贫，量身打造产品。

针对广大农村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

担保物缺乏等特点，我行通过对畜禽

养殖产业进行深入细致调研，创新制

定“家庭养殖场贷”操作指引，以优质

大企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我行风险

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提供流动资金授

信，批量拓展养殖场授信市场，为养殖

户提供及时金融帮助，解决了他们的

燃眉之急。截至今年 9月底，我行累计

提供授信金额 2395 万元，带动支持农

户 150 余户，每户每年可增收 3 万至 4

万元。今年前 9个月，我行涉农贷款本

外币共计 7.44 亿元，较年初增长 2.45

亿元，增幅达 49.1%，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了强力支持。

金融配套项目，支持区域发展。

杨邑村坐落于鹤山区采煤塌陷区，是

名录内的贫困村。为改善群众居住环

境，我行带头支持杨邑村经济适用房

一 期 南 洋 花 园 项 目 ，累 计 投 放 贷 款

3300 万元，为同业做出了表率。考虑

到单个项目叙作难以满足区域建设需

求，我行再次创新发展思路，参与国家

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统筹统贷项目，

为鹤山区滨河国际等项目累计投放贷

款 5200 万元，及时为区域建设提供了

动力。

落实驻村工作，一户一策扶贫。我

行连续多年派驻专人到淇县北阳镇枣

生村担任“第一书记”，在工作中逐步建

立“一本一卡一簿”制度，带动村党员干

部形成了良好作风。截至目前，已对全

村 12 户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逐户分

析贫困原因，制定脱贫措施，落实一户

一策精准扶贫。帮扶建立农业种植业

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提供系

列服务，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同时，大力

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在村内设立垃圾箱

380个，建立大型垃圾池 6个，对村路灯

照明进行整修，安装新路灯 100 盏，大

大方便了村民夜间出行。

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将响应国家号召，

冲锋陷阵、坚定前行，大力支持辖区

“三农”经济发展，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助力鹤壁市经济发展腾飞。

鹤壁市西部山区位于太行山东

麓，耕地少、交通不便，条件恶劣，全市

的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此。如何啃下

这块硬骨头? 鹤壁农商银行党委实施

“小额扶贫贷款创新工程”，探索出了

一条能借鉴、可推广、有特色的金融扶

贫之路。

评级授信，一表完成。针对贫困户

分布广、交通不便、在家时间不固定的情

况，鹤壁农商银行实行评级授信一张表，

即贫困户填写一张表即可完成评级授

信，极大地缩短了入户调查时间，实现了

“走一户、评一户，过一村、评一村”。在

短短 15天时间内，就完成了辖内 139平

方公里范围内的44个贫困村、5596户贫

困户的入户调查评级授信。

倾力支持，打造美丽乡村。“现在

国家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在家门口就

能致富，过去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也都不愿出去了，感谢鹤壁农商银行

的好政策啊！”鹤山区姬家山乡施家沟

村党支部书记原贵生说道。施家

沟村 2015 年被评为首批河

南省传统村落，村里

的古民居被列

入 省

文物保护单位，施家沟旱船被评为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苦于缺

乏资金，过去村民们空守着“金山”无

钱花。鹤壁农商银行依托该村特色旅

游资源投放扶贫小额贷款，创造的“示

范一户、影响一村、带动一片”，成为脱

贫攻坚的典型做法之一。

创新模式，算好经济账。“扶贫小

额贷款一定要贷得出、能精准，使群众

得实惠、能脱贫”，这是鹤壁农商银行

领导班子经过多次扶贫调研后形成的

共识。遵循市场化原则，我行选择了

一些优质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充分发

挥其优势，努力破解扶贫小额信贷投

放难题。鹤壁农商银行向贫困户发放

免担保、全额贴息的扶贫小额贷款，在

群众自愿的前提下，扶贫小额贷款资

金交由企业使用，贷款到期由企业负

责还本。企业按照每 5 万元小额贷款

每年 3000 元的标准向贫困户分红，这

样贫困户既无贷款还本付息之忧，又

能获得一笔固定收入，足不出户即可

实现脱贫。

据统计，今年以来，鹤壁农商银行

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的

思路，共向 572 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3222万元，直接帮扶脱贫 1244人，间接

帮扶脱贫 2610人。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省行的部

署，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将金融扶贫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积极搭建银政合作平台，推

进金融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健全信贷机构，缩短服务半径。

今年 5 月，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挂牌

成立三农金融事业分部，将所属 28个

营业网点作为信贷咨询网点，其中

67.86%分布在县及以下农村地区；设

立 5 个县及县以下信贷营业机构，占

全行同类机构的 62.5%；组建 40 人专

业信贷队伍，缩短服务半径，解决了

农民贷款“最后一公里”问题。

夯实信贷基础，提高扶贫效率。

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领导带头走乡

入户，深入贫困户开展调研，制定扶

贫对策。信贷员对走访的贫困户完

善信息，建立信贷档案，对符合条件

的提前进行预授信。同时，联合村委

会在显著位置设立金融扶贫公示牌，

贫困户有资金需求可随时上门服务。

搭建合作平台，落实普惠金融。

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主动与政府机构

对接，积极搭建银政合作平台。与市

人社局签署“大众创业惠民工程”合作

协议，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和“创

业担保不贴息贷款”，持续满足包括建

档立卡贫困户、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内

的创业群体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截至

10 月末，累计发放创业担保小额贷款

6940 笔共 4.66 亿元，帮扶 6940 人次就

业创业致富。其中针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放贷款 1335 万元，有效带动了贫

困人口的就业。如我行累计为企业主

胡某提供创业担保贴息贷款260万元，

有效降低其企业财务成本 10余万元。

目前该企业帮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10户36人已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主动作为，支持公益事业。邮储

银行鹤壁市分行加大对县域医院、电

力等贷款资金投入力度，扩大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覆盖面，推进贫困地区医

院、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与城镇互联

互通，截至 10月末，对全市医院、电力

行业发放贷款 6.25亿元。

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将继续践行

“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服务理念，认

真履行社会责任，全力做好金融扶贫

工作，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动担当 敢于作为
谱写金融扶贫新篇章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鹤壁市分行行长 赵广全

创新小额扶贫贷款
助贫困户“脱贫圆梦”

浚县农信联社积极学习“兰考经

验”“卢氏模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大精准扶贫力

度，坚定思路，大胆创新，金融扶贫工

作取得一定成绩。

摸清贫困底数。浚县农信联社

分 包 区 域 内 共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7300 户，按照上级部门有关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的要求，我社共组织 68名信

贷人员进村入户调查，累计发放宣传

页 12000 余份，入户调查建档立卡贫

困户 7300户，占辖内贫困户的 100%。

采取有力措施。为进一步做好

扶贫工作，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浚

县农信联社积极与政府配合设立风

险补偿金，实行财政贴息政策，建立

风险共担机制。通过直贷扶贫，激发

其内生动力，变“输血扶贫”为“造血

扶贫”。善堂镇西郭庄村的郭某，妻

子因病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子女，

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我社为其发放5万

元小额扶贫贷款，用于租赁羊舍养羊，

解决了其就业和发展的困难，使其逐

步脱贫致富。通过信贷创新，扩大贫

困户收益途径。积极引入光伏贷款政

策，并结合当地实际运用到扶贫贷款

项目中。跟进政府产业扶贫，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选定20家具有带贫

能力的企业，为其发放产业扶贫贷款带

动贫困户安置就业，同时把扶贫贷款增

值收益给带贫户固定分红，帮助带动脱

贫致富。目前已投放资金 4300 余万

元，带动170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支持特色发展。浚县农信联社还

根据善堂镇运输车辆较多的实际，适

时开发了“货运通”小额贷款品种，累

计发放贷款630余笔，发放金额1.76亿

元，有力地推动了运输车辆快速增长，

把该镇打造成为全国闻名的交通运输

名镇，并带动停车场、物流、车辆维修

等其他产业的发展。镇信用社也发挥

中介作用，把有驾驶技术的6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介绍到运输车队就业。

扶贫初见成效。浚县农信联社

扶贫小额贷款实现快速增长。截至

目前，已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030 笔，

金额 4906 万元，其中“户贷户用”模式

贷款 78笔，金额 386万元；“企贷企用”

模式贷款 4520万元，带动贫困户 1396

户。目前又选定 15 家企业与 1236 户

贫困户签订带贫四方协议，投放

后获贷率能达到 30.54%。

做好三农“领头羊”
助力脱贫攻坚战

□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 杨文献

□中国人民银行鹤壁市中心支行

担当社会责任 着力精准扶贫

□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行长 姜挺杰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行长 郑武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授信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养殖贷”调研

邮储银行鹤壁市分行信贷工作人员为养殖户讲解扶贫贷款政策

人行鹤壁市中心支行负责人调研鹤壁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

获得金融扶贫支持的贫困户为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送来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