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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是农业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经
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供给状况在驻马店市具
有代表性。2017年以来，人行驻马店市中
支学习借鉴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经
验，以确山为试点,以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
为切入点，探索发展普惠金融。

围绕“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目标，
人行驻马店市中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确山实际，提出整合确山农村地区原
有依托乡村超市建立的助农取款点和惠
农支付点，在每个未设立银行网点的行政
村，建设普惠金融服务站，使农民足不出
村就能享受到小额取款、转账汇款、生活
缴费、小额人民币券别调剂、信贷融资服
务、信用评定、金融知识宣传等综合金融
服务。2017 年 9月底，确山县已建成 173
家服务站，在河南省县域率先实现金融服
务“村村通”。

2018年以来，人行驻马店市中支重点
推动确山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站提质扩容工
程。提质就是针对服务站建在超市，摆布
不够规整、服务参差不齐的问题，为每个服
务站量身定做两平方米柜台，打造普惠金
融服务功能区；同时，出台服务站星级评定
办法，分为一星至五星五个档次，对全县服
务站开展星级评定，对星级高的站点给予
适度奖励，对星级低的站点扣减一定收
入。扩容就是与农业部门联合，将农业农
村部益农信息社项目加载到服务站，为农
民提供电商服务。

确山农商行是确山服务站建设的主
力军，承建了全县 173 家服务站中的 163
家，该行根据人民银行出台的《普惠金融
服务站规范化管理办法》，为服务站统一
制作了门头和业务规范，配备了转账机
具、验钞机、保险柜等机具，把服务站建成
了第一时间感知农村市场需求、创新金融
产品服务的神经末梢。2017年，确山农商
行在驻马店市农信社系统考核中，存款县
域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绩效考核评分均位
居首位。

服务站的发展引起了地方党政的关注
和支持。为加快消除农村金融服务空白
村，确山县政府在全省县域率先为贫困村
建站提供了财政补贴。驻马店市委组织部
主动推动人行驻马店市中支和市政府金融
办联合下文，在全市 172个市派驻第一书
记所在村全部建成服务站。驻马店市政府
将服务站建设纳入金融助推脱贫攻坚行动
方案，统一为全市贫困村站点提供一次性
财政补贴，推动建成站点499家，覆盖全市
73%贫困村。

人行驻马店市中支在驻马店全辖复
制推广确山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经验。
截至 2018年 11月底，共建成服务站 2028
家，覆盖全市 87%行政村。其中，汝南县
将普惠金融服务纳入全县“农民办事不出
村”工程，同步规划、逐村推进，目前已打
造了 57家兼具金融服务和政务服务功能
的服务站。

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商丘市中支认
真贯彻人民银行郑州中支普惠金融工作部
署，充分抓住夏邑、睢县成为河南省普惠金
融试点县这一契机，坚持试点县示范引领
与全区广泛开展相结合，扎实复制推广“一
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积极践行普惠金融
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阶
段性成效。

构建三项机制，筑牢“一平台四体系”
复制推广基础。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推动
试点县建设纳入全市全面深化改革事项清
单，出台全市普惠金融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构建普惠金融服务机制。推动两试点
县建成 2个县级普惠金融服务中心、44个
乡级普惠金融服务站、1272个村级普惠金
融服务部。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推动试点
县出资 2.47亿元，设立普惠金融信贷周转
金、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基金，缓释信贷资金
风险。

突出三个重点，推动普惠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推进“信贷支持+产业融合”，助力
产业兴旺。推动两地政府积极开展贷款主
体和特色产业培育，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
贷创新和支持力度。截至 11月末，两试点
县共整合培育 7项特色产业，对 79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4.58亿元，通过普
惠授信为 2.39 万户农户发放信用贷款
13.93 亿元。开展“信息采集+信用户评
定”，助力乡风文明。两试点县采集录入农

户信息 51.05 万户，农户信息入库率达
100%。组织金融机构联合村委，参考乡风
乡约和农户信息，评定“信用户”5.19 万
户。强化信息更新，对失信农户开展信用
修复和信用重建。推动“诚信教育+信用乡
村创建”，助力乡村治理。采取送诚信题材
微电影下乡等多种形式开展诚信教育，培
养农户诚实守信意识。坚持“自治、德治、
法治”相结合乡村治理理念，在试点县的44
个乡、1202 个行政村开展“信用村、信用
乡”创建，有效助力乡村治理。

强化一个融合，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强化“线上+线下”融合，积极
探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组织试点县金融
机构积极与普惠通平台对接，推出云税贷、
德兴贷等多种线上信贷产品。截至 11月
末，夏邑、睢县普惠通 APP下载注册 4957
次，上线普惠金融产品 32个，线上受理贷
款申请 180余笔，金额 2200万元。推动普
惠金融服务站建设与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
程、普惠通宣传推广工作结合，引导主办银
行在服务站上积极加载小额取款、货币反
假宣传、金融知识宣传等服务功能，截至11
月末，完成惠农支付服务点升级改造为普
惠金融服务站 548个，普惠金融服务站行
政村覆盖比例 100%。各类服务站（点）共
发生业务 23.24 万笔，金额 3167.6 万元。
推广下载云闪付APP客户端 4.45万个，建
设应用场景共236个。

鹤壁市获批“普惠金融试点市”以
来，在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和当地党
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积极学习借鉴兰
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一平台四体
系”和卢氏模式，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完
善普惠金融工作机制，坚持“政府主导，
平台支撑，政策引导，上下联动”，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突出重点，布局本地特色普惠金
融。鹤壁市将支持小微企业、“三农”、
双创和为城乡居民提供便利的金融服
务作为普惠金融建设重点，探索具有
鹤壁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道路。鹤壁
市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普惠金融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配套方案，将普惠金
融发展列入全市重点工作，通过“政府
引导、市场为主”的方式，市县联动推
动普惠金融发展。

打造平台，推动普惠金融纵深发
展。鹤壁市积极推广“普惠通”平台，
引导金融机构运用现代金融科技手
段，改进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式，提
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人行鹤壁市中
支通过强化双支柱调控，科学运用货
币政策工具，筑牢普惠金融工作的基
础。全年累计发放再贷款、再贴现
26.57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

金融信贷投放。在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机制方面，鹤壁市印发了《鹤壁市优化
金融信用环境实施方案》，将建立中小
企业和农村信用信息平台作为工作重
点，持续拓展农村信用信息系统信息
采集范围。在建立普惠风险分担补偿
机制方面，鹤壁市设立1亿元普惠授信
风险补偿金，降低农户和小微企业的
融资成本，分散信贷风险，充分保障普
惠金融工作的开展。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鹤壁市
普惠金融试点市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普惠金融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全
市“普惠通”APP下载量5万多户，实名
注册量近5万户。普惠授信工作快速推
广，采取县区政府和主办银行“双选
制”，推进“信贷+信用”模式。截至目
前，全市完成基础授信16万多户，普惠
授信覆盖率达到80%，授信额度共计近
60亿元。普惠信贷在支持农户、小微和
民营企业方面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农
户 贷 款 50.73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长
14.48%；小微企业信用贷款18.2亿元，
比年初增长 30.82%，均远远高于各项
贷款平均增速。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得
到大幅提升，目前共建成普惠金融综合
服务站816个，覆盖面达到100%；引导
金融机构建成6个普惠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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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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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惠“万家”

2018 年 3 月，内黄县被确定为河
南省普惠金融试点县以来，学习借鉴

“兰考一平台四体系模式”，推广“数字
普惠”提升金融便利化水平，扎根基层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开拓创新、深耕细
作，扎实走出了一条具有内黄特色的
普惠金融发展之路，实现了普惠金融
惠“万家”农户的良好局面。

数字普惠平台助力金融服务便利
化。内黄县加强“普惠通”APP宣传推
广，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载服务和产
品，一方面积极做好向群众的推介工
作。截至 12月中旬，内黄县“普惠通”
APP 注 册 量 达 到 13427 人 次 ，实 名
7009 人，贷款申请 207 笔、3877.1 万
元，信用卡申请506张。创新“政务+金
融”模式，推动政银互通互信，同平台服
务。在为群众提供便民惠民等政务服
务的同时，提供便民支付、金融产品、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金融宣传等金融服
务，实现政府和金融同搭台、共唱戏。

四个体系建设实现普惠金融广覆
盖。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依托
超市、农资部建成381个普惠金融服务
站，金融服务覆盖行政村达到95.68%，
业务设置包括4大类 12种。同时配备
流动金融服务车，对偏远乡村实行巡
回服务。11月底共巡回 63个村庄，办
理各类业务 1500 余笔、1730.7 万元。
建设易得性金融产品体系缓解多层次
涉农信贷需求。开展普惠整村授信。
目前已授信农户达 61748 户，覆盖全

县农户 40%以上。构建针对不同信贷
主体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开展针对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的“政银保”贷
款业务，面向中小企业的无抵押无担
保的“小微快贷”“网捷贷”等。11月末
共发放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3430.7 万
元、农户小额贷款 17.52亿元。建设广
覆盖信用体系实现信用信贷良性发
展。出台《关于印发内黄县“信用村、
信用乡（镇）”评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完善“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
定办法，实施“内黄县信用信贷相长计
划”。完成全县 151380户农户信息采
集，评定信用户 127601户，信用村 16
个。与县工商局联合建立信用企业名
录，纳入全县中小企业 3583家。建设
多主体风险防控体系实现风险可控
制。推动县政府出资 2800 万元建立
普惠金融授信风险补偿金，如发生不
良由政府风险补偿金、主办担保公司
和主办银行按照 4:4:2的风险分担比
例共同承担。建立激励机制和熔断机
制，对信用状况持续良好的村提升信
贷额度，对整村不良贷款率超过 7%、
乡镇超过5%以上时停止新增授信。

截至2018年 11月末，内黄县各类
贷款余额达 75.58亿元，较年初增加了
18.32 亿元，同比增幅 31.85%，高于安
阳市 19.52 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为
77.25%，高出安阳市平均值15.65个百
分点，位居全市县区第一，为10年来内
黄县信贷增速最快的一年。

鹤壁市普惠金融试点启动现场

内黄县张龙乡举办“普惠金融整村授信启动仪式”

睢县董店乡刘阁村“普惠授信”现场会

确山县银行工作人员在服务站向村民宣传普惠授信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