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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全面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许昌市辖内共有193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18.4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经过扶贫攻坚，目
前还有贫困村44个、贫困人口6.5万。由于没
有省级以上贫困县，这6万多贫困人口散落分
布，属于插花式贫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许昌
市中心支行切实发挥牵头作用，运用货币政策
优势，搭建金融扶贫平台，不断加大信贷投放，
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统筹协调 推动金融扶贫工作开展

建立扶贫推进机制。人民银行许昌市中
心支行根据上级中心支行和市委、市政府对扶
贫工作的要求，成立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制订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和
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示范村创建方案，建立信息
沟通联席会议机制，不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督促金融机构按季报送工作台账，统筹协调金
融扶贫工作。开展扶贫示范村创建，选取成效
突出的村，以评分形式探索标准化经验，然后
在全市推广。首个扶贫示范村——建安区小

郑村将于今年12月中旬验收挂牌。推动金融
服务中心建设，截至今年9月末，新建县级服务
中心5个，乡镇服务中心73个，村级服务中心
2091个，完成率达100%。

落实金融主办行制度。人民银行许昌市中
心支行划分主办银行责任，发挥金融机构优势，
促使其加大投放信贷力度。如邮储银行、农信社
系统被明确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帮扶主办
银行后，大力推广扶贫贴息贷款、创业担保贷款、
信贷+信用等信贷产品，扶持有创业意愿和创业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鼓励企业优先吸纳农村
贫困家庭劳动力，并给予贴息贷款支持。截至今
年11月23日，共发放小额扶贫贷款9.94亿元，
涉及贫困户17426户，户获贷率29.96%。

创新信贷产品模式 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建立产业扶贫体系。人民银行许昌市中
心支行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特色，要求金
融机构单列信贷计划，创新信贷产品和模式，
支持有能力扶贫的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帮助贫困人口就地脱贫。许都农商行、
鄢陵农商行充分运用政府担保基金，通过“公
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向世纪香公司发放
贷款500万元，建立160个小棚和2个联动温
室，共带动342户贫困户、838人就业。

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人民银行许昌市中
心支行推动许昌市政府设立 1.2亿元扶贫贷
款风险补偿基金，明确各县（市、区）分别投入
不低于2000万元，目前已到位1.31亿元。与
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政府、银行、担保机构“三位一体”风险分
担和熔断机制。目前“政融保”项目已成功落
地7家，共融资677万元，实现带贫38户。同
时，担保公司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5万元以
内的免收担保费，由市、县财政部门给予补
助；对符合标准的带贫企业、专业合作社贷款
优惠收取担保费，市、县给予补助。

健全信息信用机制 搭建扶贫服务平台

搭建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许昌市

中心支行健全信息沟通机制。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贫困村金融需求摸底，摸清贫
困户状况以及贫困村产业特色、合作带动
的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情况；梳理
金融需求清单，制订融资需求对接方案，
对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吸纳贫困人
口就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
采取“一户一档”“一户一策”，进行信贷投
放。

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许昌市中
心支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信用评级，推
进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开
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等示范体系
建设，大力推广“免抵押、免担保”扶贫小额信
贷，实现“信用+信贷”联动。截至今年 10月
末，许昌辖区已录入农户信息46241户，其中
贫困户31962户。

发挥货币政策优势 创新金融扶贫方式

人民银行许昌市中心支行积极推广

“支农惠贷
通”，构建“支农
再 贷 款 + 法 人 金 融
机构贷款+担保基金+
财政贴息”“四位一体”的金
融扶贫模式，支持法人金融机
构为贫困户提供低成本资金，对
扶贫贷款发放力度大的金融机构优
先发放再贷款，对扶贫龙头企业优先
办理再贴现，提供资金支持。切实发挥
政策引导作用，撬动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
倾斜。如对鄢陵县龙头花木企业花艺园林
绿化公司和鸿泽合作社分别给予 3000 万
元和 85 万元贷款，花艺公司与合作社签订
花木繁育合作协议，合作社流转 1000 余亩
土地，建设腊梅繁育观赏园和苗木培育大
棚，吸收本村及邻近村镇 63 户贫困户就业
脱贫。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许昌市分行

积极发挥沟通城乡、贴近百姓的自身

优势，认真领会上级行和市委、市政

府金融精准扶贫的要求，践行普惠金

融理念，做实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建立信贷扶贫机制。邮储银行

许昌市分行成立金融扶贫领导小组，

分解扶贫贷款发展计划，做好金融扶

贫工作的督导和考核。完善“三农”

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打造专业化为

农服务体系。单列扶贫贷款规模，为

发放贷款提供充沛的额度空间。

夯实金融扶贫基础。做好入户

走访，摸清底数。今年以来，邮储银

行许昌市分行走访贫困村 28个、贫困

户 6513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宣传资

料 9500份。深入开展信用体系建设，

做好信用户、信用村创建评定工作，

努力夯实信贷扶贫基础。通过设立

农村信贷营业部、设立包片客户经

理、开展小额贷款推介等方式，延伸

服务触角，努力打通了金融扶贫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

丰富金融扶贫产品。邮储银行

许昌市分行积极推广“惠农易贷”业

务，通过与扶贫办签订惠农易贷合作

协议，向贫困户直接发放贷款，目前

已完成授信客户 70 户、350 万元。在

长葛市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丰富

抵押物范围，拓展贫困户贷款渠道，

目前已发放贷款 39 笔、1049 万元。

今年以来，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做

好对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等弱势群

体创业资金的支持，加大再就业贷款

投入力度，通过技术培训加资金支持

的模式，支持贫困人口创业致富。目

前，已累计发放再就业贷款 2649 笔、

2.82 亿元。此外，还积极探索金融支

持企业带贫模式，通过对带贫企业给

予信贷支持方式，实现贫困户早日脱

贫。目前已拟定 5家带贫企业进行重

点扶持，预计支持资金达 3680万元。

多方施策扶助扶贫。邮储银行

许昌市分行针对乡村缺少基础金融

服务设施，持续开展助农取款服务点

建设，向金融空白村提供账户查询、

小额取现等服务。通过委派驻村第

一书记等方式，积极改善村民生活环

境，对重点帮扶户上门慰问，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积极推广“邮爱公益平

台”，宣传“邮爱成长计划”，吸引爱心

人士关注贫困学生成长成才。

践行普惠金融理念
做实金融扶贫攻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许昌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李广增

农行许昌分行积极落实上级行和

市委、市政府扶贫攻坚工作部署，通过

产业带动，增强造血功能，深入推进科

技惠农、产品惠农、专业惠农。截至今

年 10月末，扶贫小额贷款较年初增加

1.5403亿元，带动贫困户1523户，超额

完成省分行下达的任务计划，居系统

和同业首位；累计发放农民安家贷款

5181笔、金额14.94亿元。

强化责任，担当主动。农行许昌

分行紧贴许昌脱贫攻坚实际，建立帮

扶工作机制，领导干部定点县支行开

展帮扶;各支行成立专职扶贫队伍，落

实到村到户。推行项目责任制，实施

“三专四步工作法”（“三专”即专业团

队、专项费用、专项考核，“四步”即全

面摸底、系统策划、阶段落实、严格奖

惩）。产业扶贫实行名单制，进入名单

企业，支行一把手亲自与企业负责人

沟通协调,摸清企业发展脉络。加强

督导，每旬通报扶贫任务完成情况。

精准施策，产业带动。农行许昌

分行开展“牵手行动”，通过多种途径

精准扶贫。对有生产经营能力的贫困

户给予直接信贷支持，将能够带动、吸

纳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经营的龙头企

业、优质企业作为优先支持对象。襄

城支行成功对接当地企业，对其投放

5000 万元贷款，带动 500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长葛支行对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投放 9400 万元贷款，带动

94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建安支行

对接当地优质客户，投放 1000万元贷

款，带动8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打造亮点，重点拉动。农行许昌

分行支持国家“去库存”政策，大力推

广“农民安家贷”。制定符合农民特

点的评分标准，简化收入认定，降低

贷款成本，实行优惠利率，解决农民

贷款难、贷款贵问题；除按月还款外，

还增加按季、半年、一年等还款方式，

缓解还款压力。截至今年 10月末，共

发放农民安家贷 5181 笔、金额 14.94

亿元。

农行许昌分行加强以物理网点

为骨干，以“ 智慧银行”为补充，以

“金穗惠农通、E 商 E 农”为支点，以

“移动金融”为延伸的“四位一体”服

务模式，70.5431 万张社保卡，1901 个

“金穗惠农通”服务点，覆盖 909 个行

政 村 …… 打 通 了 金 融 服 务 农 民 的

“最后一公里”。

勇当金融“排头兵”
精准扶贫惠民生

□中国农业银行许昌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王向东

今年以来，禹州农信联社主动承

担扶贫攻坚责任，积极探索扶贫模

式，以支持产业发展为抓手，以“金燕

扶贫小额贷款”为杠杆，撬动金融资

源切实向贫困户倾斜。截至今年 10

月末，已累计向 4 家带贫企业、2263

户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 9714.5 万元，

助力 3881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创新扶贫贷款模式。“户贷户用”

“企贷带贫”是禹州农信联社与政府

合作探索出的“企业/合作社/产业大

户+政府+农信社+贫困户”扶贫模

式，是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借助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植专业大户

的经营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的贷

款资金运用模式，旨在打造一套促进

农户持续增收、可复制推广的产业扶

贫机制和模式，缓解企业融资难，增

强贫困村“造血”功能，从而达到贫困

户、企业、农信社、政府四方共赢的目

的。

优化扶贫配套流程。为扎实推

进扶贫信用贷款的落实，禹州农信联

社成立金融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制定

《精准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实施细则》

《产业扶贫贷款实施细则》等系列制

度，以“金燕扶贫小额贷”和“产业扶

贫贷”为依托，实行“4+4+

4”工作法，简

化了办贷流程。同时，积极与人民银

行、金融办、扶贫办、财政局等部门对

接，设立 2000万元扶贫贷款风险补偿

基金，农信社进行 10 倍放大，形成 2

亿元的扶贫信贷规模，基本覆盖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

及时投放扶贫资金。禹州农信

联社积极组织人员扎实开展入户调

查，精确筛选一批带贫主体和贫困

户，核实准入条件，以社为家，白天入

户调查，晚上整理资料，连夜完成信

息录入、贷款审批，及时将扶贫资金

发放到位。仅国庆期间就完成 748

笔、2242.5 万元贷款的面签，536 笔、

1606.5万元贷款的发放。

加大普惠金融建设。目前，禹州

农信联社在贫困乡镇设立网点 13个、

从业人员 167 人，布放自助终端或设

立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58个；在柴垌

村等 17 个贫困村设立银行卡助农取

款服务点，在 33 个贫困村布放 POS

机具、金燕自助通等自助机具，基本

实现金融服务通村达寨，为

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

良好的金融环

境。

探索扶贫模式
助力脱贫攻坚

□中国人民银行许昌市中心支行

□禹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组组长 李纯信

农行许昌分行副行长张良晓同志深入贫困户家中调研

邮储银行许昌市分行为辖区内贫困户修缮房屋

灵井镇贫困户在许都农商银行灵井支行签订借款合同

贫困户在扶贫现场会上与禹州农信联社签订贷款合同

“输血”治标，“造血”治本。许都

农商银行结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走访

调查实际情况，创新方法、因人制宜，

把扶贫模式由“输血”转变为“造血”，

取得初步成效。

疏通精准“输血”脉络。许都农

商银行在许昌市率先推出“风险补偿

担保基金+银行+贫困户”模式，与建

安区政府签订 2447 万元扶贫风险补

偿担保基金，分别承担还款责任。截

至 今 年 10 月 底 ，共 投 放 扶 贫 贷 款

1.09023 亿元，位居建安区金融机构

首位，其中扶贫小额贷款和产业扶贫

贷款投放占比均居全市农信系统前

列。我行还积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

配套设施，使农民足不出村便能办理

存取款等金融业务。目前，新建 180

个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和 24 个惠农

支付点，加上原有实施，基本实现辖

区县、乡、村全覆盖，大大改善了农村

支付结算环境。

培植全面“造血”温床。许都

农商银行着力解决事关群众

生产发展的基础性难

题，先后向建

安 区

艾庄乡码头魏村等3个村捐赠120万元

用于修建道路、排水工程，为精准脱贫

夯实基础。加快产业扶贫，推出“贫困

村+产业合作社”“贫困村+龙头企业”

等模式，信贷投放向信誉好、实力强的

龙头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特色产业

农户倾斜。目前，已向许昌世纪香生

物科技等带贫企业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8800万元，可至少吸纳 1459户贫困人

口就业。我行不断探索适合贫困户特

点的金融扶贫模式，重点推广“贫困

户+小额精准贷款+科技”的方式，鼓励

贫困户学经验、学技术，自主创业，脱贫

致富。截至今年 10月底，共投放小额

扶贫贷款229笔、1053.4万元，带动742

人脱贫致富。

激活扶贫“造血”细胞。许都农

商银行积极推进扶贫示范村和信用

村建设，使信用建设“联姻”金融扶

贫，构建起“信用支农、信用惠农”机

制。目前，已将桂村乡小郑村作为示

范村重点攻坚，发放 5 万元以下小额

扶贫贷款 5 笔、金额 20 万元，累计带

动 22 人脱贫。为调动带贫企业积极

性，我行相继推出“精准贷”“富商宝”

“农机购置补贴贷款”等信贷产品，根

据信用评级不同落实相应的利率优

惠政策，充分满足了企业

的融资需求。

疏通“输血”脉络
激活“造血”细胞

□许都农商银行行长 罗铁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