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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精滴灌 饱蘸“农”墨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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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民银行濮阳市中心支
行积极引导全市金融机构，把“精准扶
贫”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精心谋
划，加大信贷投入，突出精准施策，为
谱写“美丽乡村”新篇章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建立三大保障，树立坚强后盾

加强组织保障。制定《濮阳市金
融扶贫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工作计划
和内容，成立濮阳市金融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为金融扶贫工作顺利实施提
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搞好平台保障。积极推进农村信
用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已全部录入
全市所有农户、贫困户的信息，为金融
机构实施贷款支持提供了可靠保障；
先后组织召开濮阳市金融精准扶贫工
作推进会和8场银农、银贫推介会，积

极搭建合作平台。
提供机制保障。建立扶贫工作台

账，每月报送扶贫工作完成情况。对
签约项目跟踪督导，明确完成时间节
点。每月向市政府汇报扶贫工作情
况，并通报各金融机构。

实施四大工程，精准拔除穷根

实施全面走访工程。组织工作队
深入贫困县开展调查摸底，逐村逐户走
访，详细了解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逐
户建立信贷要求档案，覆盖率达100%。

实施信贷创新工程。开展创新竞
赛活动，要求各金融机构一企一策、一户
（类）一方，量身定做，每年创新推出1至
2种扶贫信贷产品。积极推广卢氏金融
扶贫信贷模式，实现有创业意愿、有创业
能力的贫困户授信、贷款全覆盖。

实施基金担保工程。协调濮阳县

财政出资 3000万元、社会融资 2000
万元，成立惠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对全县扶贫贷款和农地抵押贷款进
行担保。同时积极协调督促各县建立
扶贫贷款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金。截
至目前，全市扶贫贷款担保基金和风
险补偿金规模已达1.3亿元。担保基
金按5到8倍放大发放扶贫贷款，对带
贫企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贫
困户实现全覆盖。

实施金融覆盖工程。指导金融机
构把经营重心向乡镇村组下沉，满足
农村普惠金融需求。截至目前，全市
78个乡镇已实现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全
覆盖；2927个行政村已实现助农取款
点全覆盖；布设自助存取款设备1700
台，发放各类银行卡1436万余张，相
继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第三方支
付等电子产品。

坚持五项带动，开启脱贫大门

试点带动。确定濮阳县为全市金
融扶贫暨两权抵押试点县，截至目前，
全县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4.19亿
元，有效支持全县带贫企业发展和贫
困户脱贫。该县做法已在全市推广，
省内外有多个县（市）前来考察学习。

产品带动。创新扶贫信贷产品，
为带贫企业和贫困户打造“扶贫再贷
款+村镇银行+政府风险补偿+公司+
贫困户”五位一体贷款、“扶贫办+金融
机构+企业+贫困户+政府担保基金”
贷款等多款信贷产品，累计为3个贫
困县的带贫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贫困户提供贷款8.3亿元，带动每个
贫困户增收4000元左右。

项目示范带动。指导濮阳县和台
前县依托特色种植，开展项目示范带

动。2016年在人民银行扶贫再贷
款的支持下，濮阳县雨田食用菌种植有
限公司与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种
植黑木耳合同。公司免费提供菌袋和
技术、包销产品，每户贫困户不用出资，
最低就能增收1.2万元，今年将带动1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在农商行支
持下，台前县“菇香小镇”建棚107栋，
种植特色蘑菇，带动24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年增收入1.8万元，成功实现脱贫。

扶贫车间带动。把扶贫车间建
在村头，岗位设在门口，积极支持贫
困地区走出一条以就近就业为原则，
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扶贫车间为载
体的脱贫新路子。截至目前，已向
400多家带贫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放贷款6.37亿元，建成扶贫车间
439个，安置贫困人员就业1.2万人，
人均月增收 1000多元。9月 22日，

全
国 扶 贫
车间现场会
在濮阳召开。

政策工具带动。
通过发放扶贫再贷款、支
农再贷款、办理再贴现等，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带贫企业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支持力度。
2016年以来，累计发放扶贫和支农
再贷款5亿多元，办理涉农再贴现3亿
多元。

路不行不到，事不成不为。全市金
融机构实施的一系列金融扶贫创新探
索已结出累累硕果——2016年以来，
濮阳市金融机构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
款近20亿元，助推近6万人实现脱贫。

今年以来，农发行濮阳市分行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脱贫攻坚部署，充

分发挥政策支农作用，为全市贫困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截

至目前，全行共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31

笔，贷款余额4.62亿元。

加强脱贫攻坚组织领导。成立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建立扶贫专门机构，

实现扶贫重点县域全覆盖。截至目

前，濮阳、范县、台前 3 个贫困县在农

发行各项贷款余额总计44.46亿元，涉

及水利建设贷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等。我行通过支

持家家宜米业、伍钰泉面业、天灌米业

等企业，为当地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

会，带动周边农民脱贫致富，促进了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做好粮棉油购销工作。持续

加大对贫困地区粮棉油收储购销等工

作支持力度，确保农民种植收益。截

至目前，全行累计发放最低收购价收

购贷款 9.46 亿元，支持中储粮直属企

业收购小麦 7.84 亿斤，较去年同期同

类贷款增加 3.36 亿元，收购小麦总量

增加2.5亿斤，切实保护了全市农民特

别是贫困县农民的切身利益。

强力推进中长期贷款业务。积极

与地方政府对接，营销城镇化、城乡发

展一体化、人居环境建设等中长期贷

款项目。截至目前，全行中长期贷款

余额4.62亿元，其中：濮阳县马颊河综

合治理项目 2 亿元，南乐县城中村改

造项目 1.54 亿元，清丰县城中村改造

项目1.08亿元。今年营销并已成功上

报省分行的项目中：已审批待发放的

项目 3 个，金额 5.1 亿元；正在审查的

项目 7 个，金额 13.62 亿元；已经过初

审并完成调查评估的项目 4 个，申请

贷款 5.59 亿元；已经过初审正在调查

评估项目8个，申请贷款18.88亿元。

积极支持特色产业扶贫。充分运

用农发行现有信贷产品，支持全市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优先支

持、精准对接易地搬迁贫困人口产业

发展的金融需求，支持贫困人口“搬得

出、稳得住、能脱贫”。结合濮阳实际，

我行明确扶贫支持重点，将扶贫开发

贷款品种确定为易地扶贫搬迁贷款、

光伏扶贫贷款、旅游扶贫贷款和扶贫

过桥贷款，目前正在积极与上级行汇

报沟通，努力争取相关扶贫政策在濮

阳落地实施。

邮储银行濮阳市分行自建行以

来，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战略定

位，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助

推脱贫攻坚的各项部署，围绕“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主动倾斜

行内资源，完善服务体系，把金融扶

贫工作作为全行重点工作常抓不懈。

打造金融扶贫专营体系。邮储

银行濮阳市分行在市、县、乡三级机

构成立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金融扶贫工作的领导及实施；今年 6

月份，挂牌成立邮储银行“三农”金融

事业部濮阳分部，在内部成立扶贫小

额贷款中心，专门承担金融扶贫的责

任。将金融扶贫成效作为支行领导

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要求倾斜

人、财、物，抓好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工

作。出台《关于做好 2017年扶贫小额

信贷发展工作的意见》等，调动基层

发放扶贫贷款的积极性。

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邮储银行

濮阳市分行积极创新金融扶贫产

品模式，率先与濮阳县扶贫

办、财政局合作，在全

市 金 融 同 业

中率先推出“惠民扶贫贴息小额担保

贷款”，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并拨付扶贫小额贷款担保金 652 万

元。2016 年 4 月，我行进一步创新扶

贫模式，与濮阳县农业局惠民公司合

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反担保，推

出了“两权抵押+扶贫”贷款，解决了贫

困户担保难问题。2016年年底，我行

又进一步降低贷款门槛，推出“金额 5

万元以内、期限3年以内、免抵押、免担

保、基准利率”的精准扶贫小贷专属产

品“惠农易贷”。截至今年 10月底，已

发放精准扶贫小额贷款588万元，支持

13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满足贫困地区金融需求。通过

与省农信担保公司、县级政府、中原

农险开展合作，加大对各类带贫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发放力度，满足

其带贫融资需求。目前已发放贷款

71 笔、3000 万元。与人社部门合作，

为贫困户、返乡创业农民工等提供资

金支持，促进他们就地创业就业。已

累计对濮阳、范县、台前 3个贫困县发

放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1.73 万 笔 、13.2 亿

元。加大对县域医院、电力等贷款资

金投入力度，推进贫困地区医院、农

村电网等基础设施与城镇互联互通，

已向濮阳县医院投放贷款

600万元。

多措并举抓精准
金融扶贫结硕果

两年来，农业银行濮阳分行认真

贯彻落实上级金融精准扶贫会议精

神，积极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合

作，强化扶贫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

新，持续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能力。截

至今年 9 月末，共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580笔，余额1.7307亿元。

健全扶贫长效机制。市、县两级行

成立金融扶贫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明确

扶贫贷款等金融扶贫计划，落实专项信

贷规模、费用等支持保障措施，并将金

融扶贫工作纳入全行综合绩效考核。

组织专人按季逐笔报送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搭建金融精准扶贫统计系统。

发放精准扶贫贷款。组织各县级

支行及其基层网点客户经理走访辖内

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收集信息，了解

信贷需求、生产能力及还款能力，开展

个人精准扶贫。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应贷尽贷，助其增收脱贫。

截至 9 月末，全行信贷新增个人精准

扶贫贷款 1323万元，帮助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379人。

加大贫困地区信贷投放。积极对

接“华电台前 100MW 农光互补集中

式光伏发电项目”，贷款目前正在审

批，将带动 333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

收。创新“项目+企业+建档立卡贫困

户”模式，向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和桃园建民食品有限公司 3个企

业发放贷款6300万元，带动28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增收。

对接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积极营

销对接“濮范台”滩区迁建，创新“龙乡

助贫迁家贷”信贷产品，加强产品宣

传、落地及推广工作，支持滩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购房搬迁。

优化农村支付渠道。发挥农业银

行的网络科技优势，构建四位一体“三

农”金融服务模式。截至 9月末，在全

市发放社保卡 28.2万张，建立“农银 E

管家”电商平台，引进上游批发商 320

户，让更多贫困户搭上了“互联网+扶

贫”的快车。

坚持搞好驻村帮扶。选派 6名干

部到我行帮扶的 6个村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组织市分行科级干部与台前县

马楼村 37 户贫困户开展“结对认亲、

爱心扶贫”活动。截至今年 10 月末，

累计向 6个帮扶村筹措帮扶资金及捐

赠物品达120多万元。

全力支持服务“三农”
践行金融扶贫担当

濮阳市农信社系统认真贯彻落实

金融扶贫工作要求，突出精准施策，加

大信贷投入，为全市精准扶贫提供强

有力的信贷支持。截至今年 9 月末，

农信系统扶贫贷款余额6.5亿元，当年

发放 4.34 亿元，较年初净增 3.6 亿元，

扶贫主力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搞好调研摸底。今年以来，濮阳

市农信办带头深入到范县、濮阳县等

10个扶贫开发重点乡镇调研走访，并

指导6家县级行社对全市25个贫困乡

镇、450个贫困村、20.14万贫困人口逐

村逐户认真调查研究，详细登记信息

并建档立卡，为开展“一乡一策、一村一

策、一户一策”金融支持奠定了基础。

加强沟通协调。全市农信社系

统主动对接各县政府扶贫办，及时取

得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一手资料，

弄清底数。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百亿

扶贫再贷款计划”，指导台前、范县农

商银行积极申请扶贫再贷款。目前，

台前农商银行申请 1.2 亿元，已使用

8235万元；范县农商银行申请 5000万

元，已使用 2124 万元。加强政银合

作，全市 6 家县级行社与县政府签订

扶贫合作协议，县政府提供风险补偿

金余额 8300 万元，由农信社放大 10

倍后进行投放。

切 实 精

准投放。围绕贫困户、扶贫项目及扶

贫经济组织金融需求，创新推出“脱

贫助力贷”“易富通脱贫贷款”“惠农

扶贫贴息贷款”“企乐贷—企业最高

额 授 信 循 环 贷 款 ”等 贷 款 产 品 ，为

2550 户贫困户提供了资金支持。凡

是贫困户贷款发展产业，都不同程度

给予贷款利率优惠，进一步减轻负

担。台前农商行推出“银行+扶贫协

会项目村+农户”模式，贫困村、贫困

户自愿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加入

互助协会，农商银行放大 5 倍进行授

信。持续开展“进千村，入千企”拓展

营销活动，扶持德信食品有限公司、

家家宜米业等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龙

头项目，带动 1.1万余人脱贫。

落实普惠金融。目前，在全市 75

个乡镇网点和商业广场、学校、医院

布放自助设备 421 台、农民金融自助

服务点 550个、POS终端4144台，实现

了辖区全覆盖；在全市 2941个行政村

设立惠农支付服务点 2988 个，做到

了“村村通”。购置 2 台移动

银行车，实现了“银行

开到家门口”。

勇当扶贫主力军
谱写金融新诗篇

□中国人民银行濮阳市中心支行

加大金融扶贫力度
助力濮阳脱贫攻坚

□中国农业银行濮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王道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濮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王卫东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濮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郭文彪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濮阳市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宏伟

农发行濮阳市分行行长王卫东到扶贫帮扶村调研

农行河南省分行行长陈金焱深入贫困户家中进行慰问

邮储银行濮阳市分行行长郭文彪在贫困村开展扶贫调研

濮阳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宏伟深入范县绿洲种养家庭农场调研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河南省金融扶贫巡礼·濮阳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