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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

河南省卢氏县，有着四个“河南

之最”：县域面积全省最大、平

均海拔最高、人口密度最小、贫

困发生率最高，是国家级贫困

县、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扶

贫开发重点县。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卢

氏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找准贫

困症结，破解资金难题，结合实

际探索金融扶贫新模式，依据

“三好三强”“三有三无”主要内

容，创造性地把群众表现转化

为信用征信，建立了金融服务、

信用评价、产业支撑、风险防控

四大体系，推动金融扶贫与产

业发展相融共生，助力产业蓬

勃发展，润泽心灵动力迸发，抓

实乡村治理，弘扬文明诚信，乡

风文明绚丽之花绽放，向上向

善新风扑面。

金融活水，浇灌产业良田，

大山深处传来脱贫攻坚、迈步

乡村振兴的铿锵足音，脱贫致

富、乡村振兴渐显华章，卢氏大

地旧貌换新颜。汪洋等国家领

导人对河南省卢氏县金融扶贫

工作作出批示、予以肯定。全

国金融扶贫现场会、易地扶贫

搬迁现场会到卢氏县观摩，全

省金融扶贫现场会、产业发展

现场会、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

交通扶贫现场会在卢氏县召

开。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副主

席、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多次

在全国金融扶贫工作会议、中

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班上介绍

卢氏金融扶贫工作。

40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4037
座青山翠峰，流淌着 2400多条河流涧溪，
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地，是国家生态功能区，也是革命
老区。千百年来，河南卢氏这方山河贫困
而又沉寂。古县志记载：“卢邑四塞之地，
严险甲于诸邑。”2016 年，全县 38.2 万人
中，贫困人口多达 19645户 63134人，贫困
发生率高达18.9%，位居河南省四个深度贫
困县之首，扶贫开发、生产增收，发展生产
面临的首要问题正是资金匮乏，举步维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
述，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古老的莘川大地。
脱贫增收发展产业是关键，扩大生产资金
投入是基础，卢氏县因地制宜，大胆探索，
切实破解各种障碍、打开金融活水“闸门”，
探索创造了全省复制、全国推广的模式，犹
如普罗米修斯的神火、阿基米德的杠杆带
来脱贫致富希望，撬动一方山河升腾。通
过金融活水的浇灌，易地扶贫搬迁、文明诚
信争创、危房清零、抓党建促脱贫等重点工
作，犹如一颗颗生机勃发的种子，扎根豫西
卢氏这方厚重的土地，绽放枝叶、开花结
果，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破解症结障碍
引入金融活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金融扶贫
这篇文章，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
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推
出扶贫小额信贷是彰显制度优势、破解穷
人贷款世界性难题的积极探索。此前，卢
氏县数年时间只发放了数千万元扶贫贷
款，与全国各地一样，存在着群众贷不来、
银行不愿贷、贷款不好办等普遍性问题，可
望不可即，政策难落地，管看不好用。

卢氏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找准金融扶
贫的“五大障碍”：一是银行网点少了，服务
怎么保障？全县 6家金融机构中只有农商
行1家在乡镇设有服务网点，平均每名信贷
员要服务 1000 余户 3000 余人，服务跟不
上，群众不满意；二是贷款方式变了，信用怎
么评定？信用贷款的前提是信用，群众缺乏
管用的信用信息和有效的信用评价机制；三
是精准要求高了，项目怎么选择？扶贫小额
贷款只能用于产业发展，贫困户单打独斗发
展产业，抗风险能力差，银行不放心、群众不
敢贷；四是资金投向改了，风险怎么防控？
免抵押、免担保贷款，金融机构风险难控；五
是利率差额小了，成本怎么降低？银行是否
有钱可赚，直接影响其放贷积极性。

突出问题导向，破解症结障碍，探索建
设金融扶贫“四大体系”：

着眼破解“银行网点少了，服务怎么保
障”障碍，建立县金融扶贫中心和乡站、村
所三级金融服务体系，着力解决银行工作
人员不足、政银“两张皮”和“服务最后一公
里”问题。乡村干部融入进来，全县农村金
融服务人员由原先的118人增加到2700余
人，金融服务从“没人管”到“管到底”，农户
贷款从“跑断腿”到“只跑一次路”；“贷款时
间”也由过去“少则多半月，多则无限期”到
现在的“4 个工作日”贷款拿到手，解决了

“谁来管贷款，如何贷得快”问题。
着眼破解“贷款方式变了，信用怎么评

定”障碍，采用“政府主导、人行推动、多方
参与、信息共享”的方式，依据“三好三强、
三有三无”（遵纪守法好、家庭和睦好、邻里
团结好，责任意识强、信用观念强、履约保
障强，有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有致富项
目，无赌博、吸毒、嫖娼等不良习气，无拖欠
贷款本息、被列入贷款黑名单的记录，无游
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定性标准和13类 144
项定量指标，对农户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
建立覆盖全县的信用信息大数据库，采集
了8.9万余户农户信息，信息采集率96.7%，
系统评级为 A 级及以上农户 76876 户，有
信率达 86.1%，并对信息实行及时、定期和
全面更新。据此为每个农户建立了信用档
案，根据不同的分值划分为 4个等级，分别
给予 5万元至 20万元纯信用额度。同时，

将深圳中农信的大数据、云计算与县内信
用信息系统相融合，提供信息查询、“一站
式”网上贷款服务，通过信用信息与金融服
务网有效联接，共建共享，解决“看谁讲诚
信，贷款该给谁”的问题。

着眼于破解“精准要求高了，项目怎么
选择”障碍，实施项目带动，精选主导产业。
围绕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三
类生产经营主体，因地制宜确立了绿色现代
农业，以农副产品、中药材深加工为重点的
特色工业，以生态旅游和电子商务为重点的
现代服务业，按照“一个产业培育2家以上龙
头企业，发展百家合作社，建成百个产业扶
贫基地，打造 1个特色产业品牌”的发展路
径，确保每户都有3个以上增收项目。

着眼于破解“资金投向改了，风险怎么
防控”障碍，建立科学严密的风险防控体
系，最大限度降低贷后风险，推动银行从

“不敢贷”变为“快放贷”。

主体饱饮金融水
产业竞发涌春潮

青山环抱的卢氏县东明镇涧北村，
2017年 12月，占地 300余亩，全国单体规
模最大、自动化水平最高的香菇菌棒厂及
食用菌产业园拔地而起，建成投产。该厂
投资 2.5亿元，年产食用菌菌棒 3000万棒，
可带动 3000 户农户发展香菇产业脱贫增
收。投产以来，几乎每周都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参观者前来考察。包括这个工厂在
内，民营企业家、河南信念集团董事长叶传
林已在卢氏县投资 4亿多元发展香菇及蔬
菜、养猪产业。和叶传林一样，另一位民营
企业家、河南金海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莫
志国也投身卢氏香菇、羊肚菌等食用菌扶
贫产业发展。

卢氏县食用菌曾于 1914 年获得美国
旧金山万国商品博览会金奖。可作为传统
产业，受规模、技术限制，历经多年生产水
平依旧，河南信念集团、河南金海生物科技
公司两家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基地的生产经营模式，迅速使卢氏县香
菇产业升级换代，零打碎敲变为规模经营，
一季出菇变为四季上市，品牌效应日渐凸
显，价格直线上涨。农户小生产接轨国际
大市场，2018年卢氏县香菇产量 1.8亿棒、
产值 26 亿元，香菇出口超过 10 亿元人民
币，今年产量更是增长到 2.2 亿棒，菇农户
均收入超过 5万元，全县超过 40%的农户
发展香菇脱贫增收、发家致富。

卢氏香菇产业之所以迅速做大做强，
金融扶贫发挥了关键作用。仅以信念集团
为例，该公司获得扶贫贷款 2.1 亿元，依托
公司成立的187个农民合作社每个贷款50
万元到 200万元不等，带动的 3000多个农
户，每户至少获得5万元扶贫贷款扶持。强
有力的金融扶贫资金支持，创造了卢氏香
菇香飘世界、群众收入成倍增加的奇迹。

香菇产业仅仅是卢氏金融扶贫成效的
一个缩影。犹如沙漠有了水变成绿洲一
样，金融活水带来卢氏产业发展凤凰涅
槃。首先，卢氏县精选主导产业，全县确立

“生态立县、三生融合（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发展战略，果、牧、烟、菌、
药、菜六大绿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获得

“三品一标”（绿色、有机、无公害、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认证 43个，是河南省最多的县
（市），突出重点、政策扶持，迅速推进“十三
五”末产业发展“四个一百”工程（连翘 100
万亩、核桃 100 万亩、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100家、旅游年接待量达到百万量级）的目
标。其次是着力龙头带动，卢氏县培育引
进 52家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开足马力
生产，新增 5000余人就业，带动 3000余户
农户增收脱贫；1569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建起培训就业基
地 44个、产业基地 375个、增收大棚 3290
个。同时，以农副产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
为主的特色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以旅游服
务、民俗康养和电子商务为重点的第三产
业蓬勃发展。

卢氏县紧密利益连接机制，创新了劳务
增收、订单农业、合作经营、产权+劳务等多
种模式，化解农户“单打独斗”发展产业带来
的风险，将贫困群众融入基地、嵌入产业链，
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组织、农
户参与、基地承载”的利益连接机制。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输血变为造血，
产业发展劲头十足，动能澎湃。仅去年卢
氏县就新增核桃 20万亩，全县核桃面积达
到 100万亩；新增连翘 10万亩，达到 87万
亩。特色工业提质增效，圣玛斯科技有限
公司、林海兴华、金海生物、润奇食品等已
投产；鑫兆丰电子科技、善都生物等项目正
快速推进，建成后可新增就业岗位 3000个
以上。生态旅游、电子商务井喷式增长，依
托双龙湾、豫西大峡谷、豫西百草园3个4A
级景区，打造旅游精品线路10条，荣获百佳
深呼吸小城十佳示范城市、“中国天然氧
吧”创建地区等称号，游客接待量、旅游总
收入连年翻番。2018年全县电商交易额达
到 5.5 亿元，同比增长 83%，网络零售额突
破 2.5亿元，同比增长 47%，带动贫困群众
4000余人。2018年全县实现劳动力转移
就业 11.6 万人次，其中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 4.1 万人次，同比增长六成；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1.6亿元，扶持 1400余人创业，带动
7000余人就业。

金融激发内生力
春风化雨换人间

今年60岁的卢氏县瓦窑沟乡观沟村农
民杨书春，前不久作为全国第六届“自强模
范”，受到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他为原型创作拍
摄的脱贫攻坚主题电影《铁拐》即将在全国
院线放映。杨书春 1992 年为生活所迫外
出打工，井下采煤时发生事故被侧翻的矿
车砸断左腿高位截肢，妻子常年患病，孩子
嗷嗷待哺。他身残志坚与厄运搏斗，单腿
打柴、担水、干农活，爬树采摘树叶喂猪。
急于发展生产，无奈没有本钱，生活依然长
期贫困。2017 年初获悉可以申请扶贫贷
款，平时舍不得花钱买个烧饼的他，率先利
用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发展了1万袋代料
香菇，养了2头母猪和20余头小猪，逐渐扩
大生产办起了家庭养猪场。他由最初送给
本村贫困户几头小猪帮助发展生产，到带
领本村 150余户贫困户发展代料香菇、养
猪脱贫致富。“政府拉一把，咱要站起来!”杨
书春被评为 2017 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提名奖,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里川镇马耳崖村残疾人贫困户李
刚，早年养猪赔了钱，信用社的贷款还不
上，享受不了金融扶贫政策。河南信念集
团董事长、养猪专家叶传林听说后给他捐
赠了6万元钱帮他还上了之前的贷款，李刚
用金融扶贫贷款发展了 3000只卢氏鸡，还
办起了家庭养猪场，获得全县脱贫攻坚奋
进奖。曾经高位截瘫的他拄着拐杖蹒跚迈
步走向领奖台，台下 1000余名县乡村干部
长时间鼓掌予以鼓励，场面感人至深，许多
同志洒下热泪。

瓦窑沟乡古寨村的黄怀敏家境穷困、
命运多舛，2016年初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当时女儿找好了婆家、儿子也面临找
对象，他坚决拒绝了可以享受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免费分得一套住房的待遇，利用5万
元扶贫贷款，发展了 2万袋代料香菇，流转
了土地栽种了 12亩新品种猕猴桃，种植了
3亩名贵中药材“七月一枝花”。女儿出嫁
后，儿子到邻近的西峡县当了街舞教练，老
两口一刻不闲终日忙碌。今年猕猴桃园里
硕果累累，还没成熟已被外地客商以每斤8
元的价格预订。今年黄怀敏一家保守估计
收入可达20万元。

行走在卢氏大地上，看到的是一个个
群众努力奋斗的身影，听到的是一个个贫
困户感人至深的励志故事。就连以前少部
分“等靠要懒”的群众，现在也是苦干实干，
内生动力得以“爆燃”。

朱阳关镇漂池村阳坡庄自然村，穷困凋

敝、人员闲散，原先40多户的小山村只剩下
9户贫困户，被人称作“懒汉庄”。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户户利用金融扶贫贷款发展核
桃、猕猴桃、连翘等扶贫产业全部脱贫。镇
里还在这个自然村建起了6栋单元楼，65户
易地扶贫搬迁户搬到这里居住，村名改为多
彩自然村。官道口镇耿家村贫困户王彦兵
爱睡懒觉，素有“睡美人”的绰号，脱贫攻坚
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实干苦干精神，他加入
村里的合作社，成了公认的“劳动模范”。

之所以人人实干、户户比拼，除了典型
带动、政策宣传、文艺陶冶等扶智扶志举措
外，还源于该县弘扬文明诚信、深化金融扶
贫，在全体农户中连年开展文明诚信家庭争
创活动。该县制定标准、政策激励、全员参
与，从村到乡到县层层申报、评选、表彰，将
农户评为守法户、诚信户、文明户、标兵户，
同时辅之以“五美三好一家庭”“好婆婆、好
媳妇”等切合实际、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评
选表彰，并分别给予5万元至15万元的金融
扶贫贷款授信和项目扶持、教育、医疗乃至
旅游、乘车等政策激励，帮助农户发展生产
脱贫致富，在全县形成了“争当标兵户、文明
户，耻当贫困户”的浓厚氛围。文明诚信和
金融扶贫两者相互促进，找准了建设乡风文
明的载体、深化乡村治理的抓手，比学赶超
成为常态，向上向善蔚然成风。

脱贫攻坚“加速度”
乡村振兴开新篇

金融扶贫在卢氏开展以来，犹如“一石
激起千层浪”，截至2019年 8月底，15.46亿
元的金融扶贫资金投入生产，成倍扩展了
生产总量，全县近一半的户贷率更使贫困
家庭产生了发展生产时不我待的思想，引
发了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眼界视野大转
变。伴随着产业得到扶持迅猛发展、群众
收入日益增加，卢氏县“五个一批”脱贫路
径有效落实，山区面貌日新月异。

从深山搬出，向幸福靠近。着眼长远
发展、考虑后续生活，按照靠近城区、产业
园区、镇区、景区和中心村“四区一村”安置
的办法，卢氏县建成安置社区 55 个，于
2018年 9月底前，提前一年完成全县 9300
多户 3.38 万多人易地扶贫搬迁，占全省易
地扶贫搬迁总数的 1/8。全县一半贫困群
众从“白云深处”搬出，走向美好未来。在
此基础上通过不懈努力，2019年 6月底，全
县实现“危房清零”。国家易地扶贫搬迁现
场会到卢氏观摩，危房改造工作受到国务
院表彰。

倾力教育扶贫，升腾老区希望。卢氏
县争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改薄”项目资
金 10.39亿元，新建改建寄宿制学校 60所，
按国家一级标准配齐中小学理化生实验仪
器、体音美器材、劳动课技术教室装备，顺
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创建验收。5.7
万余名在校生中 1.3 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扶贫政策全部落实到位。该县教育质
量迅速提升，先后数次入选教育部创新案
例，教育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实现了
最美的房子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园。

基础设施显著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
异。贯穿县境南北的蒙华铁路即将开通运
行，在已通行两条高速公路的基础上，卢氏
至栾川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卢氏至陕西洛
南高速即将开工；已投入16.2亿元，建成乡
村道路1700多公里，20户以上自然村公路
通到家门口。投资 1.76亿元，解决了 20余
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投资10.25亿元，建
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了医
疗服务广覆盖。

全县贫困人口发生率到 2018 年底已
下降到 3.41%，今年将实现高质量脱贫摘
帽。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卢氏县
全面创建“基层党建、金融扶贫、美丽乡村”
三类标兵村，示范带动、全面提升。

古老而神奇的卢氏大地，正创造脱贫
攻坚的时代伟业，开启乡村振兴的多彩华
章！

金融活水源头旺 脱贫攻坚大潮涌
——来自卢氏县脱贫攻坚的报告

日新月异的卢氏县城 聂金锋 摄

在卢氏东明镇涧北村，全国单体规
模最大、自动化水平最高的香菇菌棒厂
及食用菌产业园 2017年 12月拔地而
起，建成投产。该厂由河南信念集团投
资 2.8 亿元，年产食用菌菌棒 3000万
棒，可带动3000户农户发展香菇产业，
脱贫增收 程专艺 摄

卢氏县易地扶贫搬迁西城安置小
区内，来自该县范里镇柏坡村的杨忠信
等人迁入新居，过上了幸福生活

聂金锋 摄

□张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