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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难攻坚战犹酣 助力脱贫捷报传

16│金融周刊 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今年前9个月，全市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新增 21.9 亿元、余额 58.6 亿
元，同比增长85.8%，带动和服务贫困
人口6.7万户;扶贫小额信贷新增7.3
亿元、余额 13.9亿元，约占全省 1/6，
户获贷率 17.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8.8个百分点。”在如火如荼的脱贫攻
坚战中，信阳市金融部门提交了这样
一份耀眼的“战报”。

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和全省唯
一所辖县均为贫困县的省辖市，截至
2016年末，信阳市有贫困村 390个、
贫困人口 33.9 万人，占全省 1/10 左
右。人民银行信阳市中心支行按照
上级行与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指
挥，积极履行金融扶贫牵头单位职
责，凝“金”聚力、全力推进，为全市脱
贫攻坚注入了强有力的金融动能。

谋划“战略图”。人民银行信阳

市中心支行结合本地实际，确立“产
业发展引领、小额信贷主攻、新型主
体带动”的金融扶贫思路，先后出台
全市金融扶贫“十三五”规划、2016年
及 2017 年金融扶贫工作方案，明确
了全市金融扶贫工作的路线图和任
务书。2016年以来，联合市扶贫办、
金融办、银监分局等先后7次组织召
开金融扶贫推进会、现场会、督导会，
交流经验、分析问题、部署任务，保持
了对全市金融扶贫工作的常态指导
和鼓劲加压。

立下“军令状”。为压实金融扶
贫责任，今年年初经过测算，将新增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29.1亿元、扶贫小
额信贷8.5亿元的目标分解到各金融
机构。在推进中，坚持问题导向，加
大调研督导力度，实现了管理有台
账、进度有通报、问题有整改、效果有

评估。截至今年9月末，全市金融机
构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75% 和
86%。

用好“新武器”。今年4月，一块
“扶贫再贷款扶持示范点”的牌匾挂
在了息县宏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门前，该公司副经理张某笑呵呵地
说：“牌子是形式，可 1500万元低利
率贷款可是真家伙！俺不仅有了做
大底气，公司吸纳的500多户贫困户
也有了盼头”。截至今年9月末，人民
银行信阳市中心支行已向8个县的9
家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再贷款
22.7亿元，同比增长53.7%，较好地解
决了金融扶贫成本与收益不对称、法
人机构内生动力不强的问题。

针对贫困户的差异化需求，人民
银行信阳市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
创新推出“绒易贷”“茶农贷”“红色旅

游贷”“扶贫种子基金”等多种信贷产
品。同时，引导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固始县思乡缘林木专业
种植合作社凭借流转的近万亩山地，
通过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方式，获得1900万元贷款支持，带动
210多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3000元以
上。目前，固始县发放的农地抵押贷
款余额已达1.1亿元。

打好“攻坚战”。脱贫攻坚，产业
是基础。人民银行信阳市中心支行
引导金融机构聚焦“产业+金融”，扶
持贫困户通过产业增收、劳动致富。
潢川县依托华英鸭、生猪、花木、粮
油、水产和食用菌等6大产业集群，精
心筛选 26家扶贫龙头企业和 3家金
融机构，通过建立政府、企业、银行及
贫困户四方利益联结及风险分担机
制，截至今年9月末，已发放产业扶贫

贷款 6.03亿元，帮助 11048户贫
困户增收 5524 万元，覆盖了该县
87.1%的贫困户。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淮滨县邓
湾乡位于淮河岸边，素有“洪水走廊”
之称。当地农商行利用扶贫小额信
贷，积极引导贫困户选择那些“淹不
着的、冲不走的、水上漂的、赶着跑
的、路上转的”经营项目，变不利为有
利，在农商行560万元扶贫贷款的支
持下，该乡已有382户、占比近四成的
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统计显示，今
年 1月至 9月，信阳市新增产业精准
扶贫贷款12.8亿元、个人精准扶贫贷
款10.2亿元。

巩固“根据地”。为保障金融扶
贫持久深入，在政银联手推动下，信
阳市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体系已全
部建成，首批 2.5 亿元的风险补偿金

均
已 到
位，已完成包
括所有贫困户在
内的 58.2 万户农户
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同
时，以“多彩田园”示范工程
为抓手的产业支撑体系初具
规模，为金融扶贫开辟了更广阔
的战场。如信阳人保财险围绕产
业扶贫，办理“政融保”项目贷款 14
个，发放 1637万元，带动贫困户 676
户；中原农险与 4县政府合作，推出

“牵手中原 就业扶贫”项目，通过吸
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农业保险
协办工作，实现就业增收，将带动
8834人稳步脱贫。

农发行信阳市分行充分发挥政策

性金融优势，“五心聚力”深化金融精

准扶贫工作，五年来累计投放贷款

269.3亿元，支持信阳市贫困地区粮食

收购加工、畜牧养殖、中医药制药、茶

叶深加工和棚户区改造，较好地突显

了金融扶贫骨干作用。

精“心”部署金融扶贫。我行成立

扶贫业务部，辖内 6 个国家级贫困县

支行都成立了扶贫金融事业部。制订

《金融扶贫开发工作方案》，积极配合

扶贫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培育。与市政

府签署《扶贫开发项目战略合作协

议》，在“十三五”期间提供 200 亿元，

大力支持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城镇化

建设、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和农产品物流设施建设

等扶贫开发项目。

悉“心”帮扶对口贫困村。新县香

山湖管理区付山村是我行对口帮扶贫

困村，我们采取派驻村第一书记“专职

扶贫”、实地走访“精准扶贫”、捐赠

21.5 万元物资“输血扶贫”、组织调研

项目“造血扶贫”等方式，积极推进扶

贫工作；引导贫困户全部加入农民专

业合作社，预计每户年均增收 1500元

以上。

尽“心”保障粮油收购。我行把支

持粮油收储作为立行之基，五年来累

计发放粮油收储贷款 194 亿元，支持

粮油收购、储备 154亿斤，有力维护了

贫困地区种粮农民利益。同时，大力

支持粮油精深加工及副产综合利用。

近年来，我行发放贷款近 9亿元，支持

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带动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

用“心”推进产业扶贫。我行大力

支持茶叶、茶油、华英鸭、生猪、中药

材、水产等扶贫特色产业，扶贫带动效

应突出。五年来，累计发放农业产业

化贷款 69 亿元，支持龙头企业 24 家、

小微企业 8家。近年来，累计发放 8.4

亿元贷款给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支持其以产业辐射拉动本地经济

发展，进而带动上万名农民脱贫致富。

创“心”扶贫贷款品种。我行积极

营销棚户区改造、水利建设、土地储

备、农村路网等项目，实现“造血”式扶

贫。五年来累计发放基础设施建设贷

款13.2亿元，投放农发基金7.14亿元，

支持一大批市县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信阳市农

信社系统立足“三农”定位，发挥自身

优势，强化责任担当，积极配合各级

党委政府，全力助推精准扶贫，取得

较好成效。

定位帮扶明责任。设立市县两

级扶贫事业部，配备 60余人专职负责

金融扶贫工作；实行各级各部门、基

层网点负责人“分片包干”；选派干部

任驻村第一书记，成立驻村工作队，

共选派第一书记 10 人、工作队员 17

人。组织对 198 个贫困乡镇、15.6197

万户贫困户和 44.9948 万贫困人口进

行入户调查，分析致贫原因，确定信

贷需求，一对一定位帮扶，共结对子

1137户、3643人。

信贷帮扶重投入。充分发挥网

点、规模等优势，将信贷支农与精准扶

贫充分结合，确保扶贫资金充足、投放

精准。今年1月至10月累计发放扶贫

贷款 22亿元，其中发放建档立卡贫困

户贷款9.36亿元、余额11.93亿元，

发放产业、项目精准扶贫贷

款 12.68 亿 元 、余 额

18.72亿元，受

惠贫困人口达12.33万人。

精准帮扶抓创新。创新推出“农

信社+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担保公

司+保险公司+产业化龙头企业”五位

一体服务模式，截至今年 10 月，共投

放信贷资金余额达11.59亿元。例如，

在该模式支持下，光山县金合欢林茶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甘某回乡创立合作

社，养殖麻鸭、种植油茶，免费提供鸭

苗给贫困户养殖，合作社回收成鸭，贫

困农户年均收入有望突破10万元。

分类帮扶强服务。针对地方茶

叶、养殖、乡村旅游、农家乐等特色，对

贫困户实施分类帮扶，全市农信社系

统捐款 112 万元，为贫困村经营项目

提供启动资金，并通过贷款、推介招

商等方式加大项目扶持力度。截至今

年10月，共发放“金燕扶贫贷”16.93亿

元。对接网络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光

伏贷”“电动汽车贷”；与政府合作承办

电商培训班46期，培训学员6000余人，

指导学员开办网店3000余家，其中 20

多人成为电商专才，每年实现网络销

售收入 10万元以上，为贫困户稳定创

收奠定基础。运用 LED 显示屏、微信

平台、短信平台、上门讲解等方式进行

宣传，及时掌握贫困户金融需求，有效

提高精准扶贫的覆盖面。

强化责任担当
助力精准扶贫

农行信阳分行把精准扶贫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重点支持产业带动扶贫，

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模式，着力变“输

血”为“造血”，帮助贫困户短期能“摘

穷帽”，长远能“拔穷根”。今年前 9个

月，产业扶贫贷款净增7.12亿元。

“农行+龙头企业+贫困户”模

式。在全辖组织大规模调研筛查，为

签订带贫协议的涉农企业发放扶贫贷

款，带动上下游贫困户生产脱贫，带动

周边贫困户就业脱贫。如，在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潢川县“量身”订制方

案、加大投放力度，支持华英集团扩大

生产规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创造

就业岗位 120 多个。同时，积极在企

业与贫困户之间牵线搭桥，由农行定

向贫困户发放小额扶贫贷款，与华英

集团签订产品购销协议，合力解决养

鸭资金难、销路难问题，带动贫困人口

1100多人。

“农行+新型主体+贫困户”模

式。通过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帮助贫

困户“抱团”脱贫。今年以来，累计向

129个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新发放扶贫贷款 3800 万元，帮助

600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转身”成

为参股股东或职业农民，依靠分红或

工资稳步脱贫。如，在国家级贫困县

新县，以“金穗扶贫贷”支持茅屋冲家

庭农场流转土地上千亩，吸纳周边 4

个村的 100 多个贫困户入股，户均年

增收1500元以上，吸收10多名贫困劳

动力成为职业农民，人均年增收1.2万

元以上。

“农行+特色产业+贫困户”模

式。精心绘制了全市农业生态图谱，

创新产品，一县一策大力帮扶。如，在

全国羽绒产业之乡、国家级贫困县光

山县，以产品定制模式新发放 7 万至

30 万元不等的“金穗绒易贷”2376 万

元，帮助当地贫困人口依托羽绒产业

加快脱贫步伐。在加快信贷产品创新

的同时，还积极借助政银合作力量打

好脱贫攻坚战。去年以来，主动对接5

个县的政府增信机制，以政府风险补

偿金为基础，提供8至10倍信贷杠杆，

向有生产意愿、有生产能力的贫困户

精准发放扶贫贷款，有效地解决了贫

困户贷款难、利率高的问题。目前已

发放贷款 4276 万元，帮助 400 多个贫

困户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养殖自食其

力、稳步脱贫。

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模式
着力变“输血”为“造血”

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五年来，信

阳珠江村镇银行始终坚持“支农支小”

市场定位，与老区发展相融共进，勇当

扶贫攻坚战场“急先锋”，探索出一条

村镇银行金融扶贫工作的新路径。

找准扶贫与发展结合点。信阳

珠江村镇银行坚守服务“三农”定位，

将参与精准扶贫视为发展的切入点

和突破口，加强与市县政府、财政局、

扶贫办和人民银行沟通，掌握扶贫政

策导向，对接扶贫政策及资金项目，

实 现 金 融 扶 贫 与 业 务 发 展 高 度 融

合。积极争取支农再贷款,目前贷款

余额已达 5 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达 1.7261 亿元，其中个人扶贫贷

款余额 1.1511亿元，直接带动 4970名

贫困人口脱贫。

创新扶贫贷款投放模式。信阳

珠江村镇银行“一盘棋”考虑，创新实

施“龙头企业＋农户”“信用村＋农

户”两种模式，与 21 家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开展业务合作，贷款金

额近 3 亿元，对拉动贫困村群众就业

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全市 12个行政村

整村授信，累计发放小额农户贷款

120 余笔、金额 1300 万元，累计向 700

户发放扶贫贷款 9000万元。

丰富便农利农惠农方

式 。 信 阳 珠

江村镇银行下沉网点，优化产品，帮

扶助困，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将物理

网点服务重心向下延伸，县域及乡镇

网点达 29家；不断研发推出适销对路

的扶贫系列金融产品，满足农民个性

化金融需求，如珠江扶贫贷、光伏贷

等；联合主发起行组织开展面向全集

团员工的“太阳关爱·信阳行”帮困扶

贫爱心捐款活动，累计捐赠 300 余万

元。当前，已全面启动对首批四县四

村及 120 户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向

对口扶贫村罗山县洪河村派驻第一

书记，已启动整修沟渠水塘、教育扶

助、硬化整修道路、光伏发电等多个

帮扶项目。2016年，我行被信阳市慈

善总会授予“慈善之星”称号，今年又

荣获“五一劳动奖状”，支农支小、扶

贫助困的做法多次被《金融时报》《河

南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积极投身金融精准扶贫事业，

为信阳市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 小 康 作 出 新 的 贡

献。

坚守“支农支小”初心
勇当金融扶贫先锋

□中国人民银行信阳市中心支行

持续坚持“五心聚力”
积极助力脱贫攻坚

□中国农业银行信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杨兴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殷勇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阳市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赵建恒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范良

省、市农发行负责同志深入一线实地查看信阳市秋粮收购情况

农行信阳分行向新县茅屋冲家庭农场一次性发放“金穗扶贫贷”100万元

固始农商银行信贷员上门为贫困户提供小额扶贫贷款调查授信服务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潢川支行负责人上门为曾经的贫困户送去脱贫光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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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篇信阳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