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机构声音

金融精准发力 助推脱贫攻坚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河南省金融扶贫巡礼·新乡篇

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一排排宽

敞的厂房，一片片簇新的社区，一张

张欢喜的笑脸……建成 271 栋住宅

楼，安置滩区村民 22832人，实现道路

硬化、亮化，学校、医院等基础配套设

施即将投入使用，李庄镇已成为封丘

县易地扶贫搬迁的样板。

回忆往昔，李庄镇坐落于国家级

贫困县封丘县黄河大堤以南的沿黄

滩区。黄河水时常泛滥，导致村民颗

粒无收、生存艰难，始终挣扎在贫困

线上。2014年，封丘县政府将顺和集

以西一片土地作为搬迁建设基地，力

争彻底改变李庄滩区的贫穷落后面

貌。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将封丘县作

为扶贫工作示范点，落实总行支持

脱贫攻坚信贷政策，通过多次实地

调研，了解问题症结，主动与县委、

县政府沟通交流，积极解决李庄新

区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当时

正值春节，市县行同志们牺牲节假

日加班加点，整理汇总材料，撰写项

目贷款评估报告，短短 5 天时间就将

重点建设基金申报材料上报到省分

行，不到 2 个月，1 亿元项目资金到

账。李庄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项目

推进迅速。

李庄镇特色园区的发展仅仅是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支持脱贫攻坚的

一个缩影。作为全市唯一一家政策

性金融机构，我行始终秉承支持新

农村建设理念，充分发挥政策支农

作用，成为金融支农的主力军。近

年来，累计投放各类支农贷款 760 多

亿元、重点建设基金投资 6.5 亿元，

支持收购粮食 505 亿斤，实现了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银企共赢的既定目

标。支持全市 31 个基础设施项目和

80 个新型农村住宅社区相继开工建

设；支持修缮疏浚河道沟渠 33 公里，

增加有效耕地 5.6 万亩，复垦土地 4.4

万亩，增加蔬菜基地 2.3 万亩，置换

建设用地面积 4000 亩，增加林地面

积 2480 亩；支持扩建电站总装机 97

万千瓦，解决农民信息网 5 万户；支

持 新 建 和 改 建 农 村 道 路 378 公 里 。

重点建设基金投资涵盖了水管网工

程、引黄调蓄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教育园区建设等多个项目，切实

解决了全市部分重点项目资本金不

足的问题。

近年来，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坚

持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三

农”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探索以支农

惠农为着力点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帮扶支

持力度。

坚持扎根农村，持续关注帮扶困

难群众。新乡市贫困人口大多分布

在农村地区，农村金融是金融扶贫的

重点内容。长期以来，我行将各级扶

贫部门确立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

扶 贫 小 额 信 贷 的 重 点 服 务 对 象 。

2017年以来，积极助力贫困弱势群体

创业就业，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合作发放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创业就业。

我行还扎实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摸准

扶贫对象，找准脱贫切入点，因地制

宜制定帮扶措施，尽可能为老百姓办

实事、办好事。

积极创新产品，确保金融扶

贫着力精准。我行于 2016

年 10 月 与 省 农 业 信

贷 担 保 有 限

责任公司等合作开展“四位一体”贷款

业务，创新性构建了“政府激励引领、

银行提供贷款、担保公司跟进、担保保

险护航”的业务模式，利用新型农业组

织（或企业）产业化项目扶贫贷款带动

贫困人口就业，按照保证金放大比例

最高为 10倍发放贷款，单笔贷款金额

最高可达200万元。今年前9个月，我

行“四位一体”业务放款 39笔、1515万

元，带动新乡 1045 名贫困人口就业，

拓展了金融扶贫的新路径。

勇担社会责任，金融扶贫一直在

路上。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近 80%

的 网 点 分 布 在 县 及 县 以 下 农 村 地

区。做好金融扶贫工作，能通过一根

根“毛细血管”将资金“血液”精准滴

灌至急需脱困的土壤。我行将自觉

扛起金融扶贫政治使命，将金融扶贫

工作作为政府有要求、银行有责任、

群众有需求的第一民生金融工程，提

高工作主动性，统筹安排，聚焦重点，

紧贴政策，落到实处。充分发挥优

势，针对涉农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产品

创新，把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与带动贫困农户脱贫有机结合起来，

将贷款不断投放到“三农”、小微领

域，积极用金融之手扶持

困难群体。

发挥优势精准发力
扎实推进金融扶贫工作

农业银行新乡分行强化扶贫信

贷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对接脱

贫融资需求，大力推进贫困地区普惠

金融发展。截至目前，涉农贷款余额

达 42.9 亿元，较年初新增 9.34 亿元，

增量居同业前列。

打赢脱贫攻坚战，切实增强“造

血”功能。农行新乡分行结合地方资

源优势、行业分布、致贫原因等要素，

立足实际、分类推进，累计向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

户等发放贷款 21 亿元，发挥带动功

能，吸附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带动

相关农村产业发展。建立政银企合

作机制，推进“对接市场、对接项目、

对接支行”营销管理模式，建立涵盖

惠农 E 贷、惠农 E 商等业务品种为一

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实现了服务精准

到位、产品有效对接，贷款增速高于

全行贷款的平均增速。

探索扶贫新模式，精准对接扶贫

需求。运用金融扶贫“兰考模式”“卢

氏模式”，精准滴灌建档立卡贫困户

1568 户，发放农户贷款 6202 万元，带

动 225户贫困户脱贫。推出农户小额

精准扶贫贷款，惠及原阳、延津、封

丘、长垣等多地贫困户；在信贷规模、

产品服务等方面给予倾斜，满足农民

工进城购房金融需求。截至目前，我

行累计发放农民安家贷 2473 笔、共

8.3 亿元。此外，从县域大型农贸市

场中深挖与商户有良好供货合作的

农户，按照“扶优特色、风险可控、量

力而为”的原则，通过批量营销模式，

累计发放农户贷款 26亿元，重点支持

特色产业，帮助农民鼓起“钱袋子”。

“融资”“融智”同驱动，推动互联

网金融服务。加大县域自助银行建

设，有序推进金穗“惠农通”工程，累

计在农村偏远地区设立自助银行 22

个，在 1078 个行政村布放电子机具

1323个，设立“金穗惠农通”工程服务

点 1115 个，乡镇、行政村的覆盖率分

别达 90%和 46%。利用“农银 E 管家”

等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结

算、线下融资，线上线下融合的金融

服务。配合“四位一体”基础金融服

务建设，累计发放惠农卡 17 万张、社

保卡 91 万张，惠及农户 4.5 万户。同

时，扎实开展帮扶工作，与 5个行政村

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受到当地政府部

门及困难群众的好评。

精准投放贷款
增强“造血”功能

新乡市农信社系统牢记“根系

‘三农’，相融共生”之初心，主动融入

脱贫攻坚的大局，落实扶贫政策，优

化金融服务，金融扶贫工作取得良好

成效。

落实工作部署，扶贫成效显著。

新乡市农信社系统紧紧围绕市金融扶

贫工作部署，建立了“搭建一个扶贫架

构，夯实两项工作基础，突出三项精准

举措，建立四项保障措施”的“1234”金

融扶贫工作体系，切实负起金融扶贫

社会责任。截至今年 9 月末，共发放

扶贫贷款 3.89 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

困户7183户。其中，向5788户发放贷

款 2.37 亿元，使 19357 名贫困人口受

益；向 18 家企业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1.52 亿元，带动 1372 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业；利用扶贫再贷款1.3亿元。

主动担当作为，深化金融扶贫。

全市农信社系统成立市、县两级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金融扶贫工作文

件，明确提出今年扶贫贷款投放不低

于 2 亿元。建立政银合作机制，主动

与市、县政府扶贫办、农办、农业、人

社等部门对接，形成扶贫合力。各县

级行社严格执行“一把手”负责制，设

立金融扶贫专职部门或岗位，强化担

当意识。全市农信系统积

极 争 取 扶 贫

再贷款资金，及时发放，解决贫困户

创业融资难题。创新扶贫模式，推出

“扶贫再贷款+金融机构+扶贫龙头

企业+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农

家乐+贫困户”等扶贫模式，扎实有效

的推进金融扶贫工作。

优化金融服务，实施普惠金融。

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完善基础设施，改

善支付结算环境，打通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全市布放自助设备 390台、

POS 终端 3524 台、金燕自助通 3007

台，设立银行卡惠农支付服务站 989

个，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站768个。持续

开展送科技、送信息下乡活动，搞好农

村金融服务，今年已开展活动56次。

普及金融知识，增强内生动力。

持续开展进山区、进乡村、进农户普及

金融知识活动，促使贫困群众掌握金

融知识，增强利用金融资源脱贫的意

识和能力；提升贫困群众信用意识，促

进信用环境评估体系建设，优化贫困

地区的金融生态；严厉打击非法金融

侵害行为，不断提高贫困群众

的防范意识，避免农民

“ 钱 袋 子 ”受

损。

不忘初心系“三农”
精准扶贫显力量

□中国人民银行新乡市中心支行

矢志不渝为“三农”
助力牧野奔小康

□中国农业银行新乡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卢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郑维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乡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马瑞国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新乡市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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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下辖1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 个 省 级 贫 困 县 ，445 个 贫 困 村、
48225户贫困户。人民银行新乡市中
心支行认真贯彻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强化政策引导，创新工作机制，组织
辖区金融机构扎实推进金融精准扶
贫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截至今年三
季度末，扶贫贷款余额11.05亿元，同
比增长 50.0%，增速高于各项贷款
38.4个百分点。

坚持三个层次推动

人民银行新乡市中心支行围绕
“政府主导、央行推动、金融聚力”的
协调机制，明确自身金融扶贫工作中
枢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坚持三层次
推动金融扶贫工作——协助市委、市
政府制定《“十三五”期间金融扶贫工
作规划》，明确金融扶贫工作目标和
思路；联合扶贫办等部门召开全市金

融系统助推脱贫攻坚座谈会，制订扶
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等六个方案，建立“金融服务、信用评
定、风险防控、产业支撑”四大体系，
创新金融扶贫服务；推动市、县财政
建立金融扶贫风险补偿金约1亿元，
形成“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多方参
与、合作共赢”的联合机制；定期召开
信贷分析会、召开金融扶贫工作例
会，对涉农金融机构“一对一”约谈，
引导金融机构找准切入点，加大金融
精准支持力度。

突出三重政策引导

突出发挥扶贫再贷款引导作用。
通过在贫困县推广“脱贫助力贷”“扶
贫再贷款+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
在非贫困县推广“支农惠贷通”等金融
扶贫模式，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
产业扶贫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截至

目前，已向封丘县农信社、原阳县农信
社发放扶贫再贷款13650万元，引导
两社分别发放给河南宏达集团、河南
嘉荣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12家带
贫企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876户、
3289人实现就业脱贫。

突出发挥扶贫小额贷款引导作
用。联合市扶贫办、市财政局等部门
制订小额信贷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方
案及信贷工作考评办法，鼓励金融机
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对符合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免抵押、
免担保扶贫小额信贷。截至10月末，
涉农金融机构当年累计发放扶贫小
额贷款32562.8万元。

突出发挥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引导
作用。在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和市
委、市政府的共同领导下，建立农村信
用评价体系，全市602391家农户信息
录入信用信息系统，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70291家，覆盖率达100%，评级
比例达85%，实现通过信用评级对贫
困户进行分类管理和对接。

创新三项工作机制

建立金融扶贫宣传对接机制。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网，
并明确制度流程、工作职责。目前，
全市共建立县级金融服务中心 12
个，乡镇金融服务站 108个，村级金
融服务部2877个。与市扶贫办等相
关部门联合编印扶贫政策宣传手册，
下发到贫困县各驻村工作队。组织
金融机构编印金融助推脱贫攻坚信
贷产品手册，积极开展政策宣讲。8
月 15日在封丘县召开金融扶贫现场
推进会，向 200余户带贫企业、农民
合作社和贫困户宣讲金融扶贫政策
和产品，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不知道
金融扶贫政策、不会用普惠金融产品

的问题。
建立金融扶贫主办银行机制。

结合新乡市实际情况出台《金融扶贫
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晰金融扶
贫成员部门职责和金融机构为扶贫
重点领域主办银行职责，发挥金融机
构专业化比较优势，精准对接脱贫攻
坚金融服务需求。农业银行新乡分
行9月末“农民安家贷”余额达7.39亿
元，其中封丘县 1.02 亿元、原阳县
0.42亿元，专门支持农民工在城镇购
房；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运用“四位
一体”模式向封丘县39户带贫新型农
业主体发放贷款 1515 万元，累计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45人实现就
业脱贫。

建立金融扶贫产业支撑机制。
推动市政府建立“产业支撑+金融服
务”的金融扶贫模式，全市已谋划产
业项目789个，谋划产业基地683个，

已
实 施 带
贫产业基地
359 个、带 贫 龙
头企业 65 个，带动
贫困户4480户，精准扶
贫合作社389个，带动贫困
户 11506 户。探索推行社贷
社用、企贷企用等贷款模式，有
效破解了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问题。通过向辉县农商行发放支农
再贷款 4.8亿元，引导该行向孟电集
团、春江集团等4家带贫企业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5072笔、共 16676万元，
带贫企业确保每名贫困人口每年可
分红800元至1000元，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5072户、共16676人实现精准
脱贫。

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有关负责人陪同人行新乡市中心支行行长杨存亮调研

原阳县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陶涛向贫困群众送上慰问品

农行新乡分行副行长侯彪赴贫困户家中实地调研金融需求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负责人实地调研夏粮收购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