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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担保方式 解农民贷款难

正阳农商银行

存款突破60亿元

漯河市农信社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新涛）

“创业以来收到的第一笔贷款来自郾城区

农村信用联社，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

贷款。”2月25日，河南德行丰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王灵光回想起去年10月到账

的200万元贷款，仍然激动不已。

对于这名仍在河南农业大学读研的在

校大学生而言，创业历程并非平顺，随着合

作社的规模不断扩张，支撑持续发展的资

金成为发展中的一大瓶颈。“没有资金支

持，流转过来的土地租金就难以兑现。”

然而，让王灵光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

试探性地和郾城区农村信用联社进行沟

通，就马上得到回应。经过该联社的实地

考察后，2013年国庆节过后，不到半个月的

时间，在完成相关手续后，200万元贷款打

到了河南德行丰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账户

上。

在王灵光看来，这笔贷款无异于雪中

送炭：“正是这笔贷款让合作社顺利流转了

5900亩耕地，承接下一个重点涉农项目。”

农信社的慷慨解囊为王灵光的合作社稳健

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这只是漯河市农信社依托“立

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不断创

新经营理念，改进信贷服务方式，持续加大

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的一个缩影。

统计显示，2013年，漯河市农信社累计

投放各类贷款459865万元，其中涉农贷款

384115万元，10万元以下小额农户贷款

36864万元。信贷支持了天味食品、华垦油

脂、佳源乳业、众益达等一大批涉农企业，

重点对“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新型农业合作社”等涉及“三农”的产

业链加大了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漯河市农信社不断探索新

型合作机制，采取多项措施创新贷款担保

方式。一是探索与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专

业合作社合作机制。二是探索大宗农产品

抵押、农产品投保收益质押及林权、股权、

仓单、出口退税账户质押、宅基地抵押等担

保方式。三是开办大型农用车辆、机械合

格证质押贷款。四是建立“客户+担保公

司+农信社”的三方合作模式。五是鼓励支

持小微企业自愿结合，组成担保联合体，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发展问题。六是将小额农

户贷款与农村土地流转相结合，创新金融

产品和服务。

据悉，今年，漯河市农信社将进一步加

大实体贷款投放力度，计划年度新增存款

30亿元，新增贷款13亿元左右，其中涉农

贷款占比高于80%。

上接一版

目前，“药房托管”模式已经推广到鹤

壁市所有县（区）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在鹤

壁市卫生局局长陈元方看来，推行这一模

式，是为了在稳步推进基本药物规范采购、

控制价格、组织配送、零差率销售及合理使

用等基础上，解决医疗卫生机构药房运行

成本高、药品损耗大、偏远地区药品配送不

及时、药剂人员职能重新定位等问题。

“药房托管”模式的核心包括：一是双

方签订托管协议。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竞标

选定配送公司，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

义务和法律责任。二是药品采购配送实行

“三统一”。医疗卫生机构按临床需要统一

在网上下单，县（区）卫生局按规定统一在

网上审核，配送公司按要求实行县、乡、村

统一配送。配送企业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基

础上，保障及时配送到位。三是专户付

款。各医疗卫生机构药款由县（区）卫生局

统一代收后，上缴县（区）财政局国库集中

支付中心药品招标采购专户，国库集中支

付中心每月定期支付药款。四是药房运行

和药品配送由企业负责。药房场地租用、

人员工资、药品损耗等方面的费用，由配送

企业定期支付。药房人员仍由医疗卫生机

构负责考核。

在此种模式下，医疗卫生机构获得了

房屋和人员工资等合理收入，还节省了大

批药品周转资金和药品损耗，降低了药房

的经营和管理成本；配送企业充分发挥了

资源优势，集中采购和配送，减少了药品流

通环节，降低了药品的流通成本，使药品配

送高效、快捷；医疗卫生机构药房职能转

变，由药品经营转向服务代理，由药品管理

转向临床药事服务，由药品销售转向药品

质量与价格的监管，有效提高了对药品的

管控能力。更重要的是，此种模式切断了

医疗卫生机构与药商之间的利益链条。

陈元方认为，“药房托管”的实施，使基

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得以进一步巩固和落

实，有效地扭转了医疗卫生机构“以药养

医”的趋利行为，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

“药品采购零成本、药品销售零差率、药房

运行零负担”，村卫生室实现了基本药物用

药有保障。

绩效考核：
促进建立运行新机制的尝试

“国家新医改的精神之一，就是通过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综合改革。”陈元方说，“这就要建立以公

益性质和运行效率为根本的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绩效考核体系，创新规范医疗卫生机

构运行机制。”

鹤壁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绩

效考核细则非常详尽具体，其中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一般诊疗、新农合监管、基本药

物配备使用等项目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内

容，分别制定考核细则，如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任务量按乡镇卫生院60%、村卫生室

40%进行划分，内容细化分解为100多项

具体指标；在考核方法上，实行每月量化统

计、季度工作考核、年终评价。同时，鹤壁

市卫生局通过市卫生信息平台综合绩效考

核系统，定期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计划

免疫人次、一般诊疗人次、慢性病随访人

次、基本药物采购配备使用、电子处方、医

疗药品费用等情况进行网上抽查，同时每

月抽查一定数量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走访一定数量的重大疾病患者、出院患者

和一般群众，并将抽查结果与定期不定期

的实地检查结果相结合，根据服务质量、数

量和患者满意度，对县（区）的绩效考核工

作进行指导。

鹤壁市卫生局每年联合市财政局对各

县（区）进行抽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

相应的公共卫生经费、基本医疗服务补偿、

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补助等专项经费划拨的

重要依据，并严格按规定予以奖惩。去年，

该市对1家配送中心、3家乡镇卫生院使用

非基本药物行为进行了处罚。

在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下，鹤壁市各

乡镇卫生院纷纷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奖

励性绩效工资比例向临床一线人员、关键

岗位人员、业务骨干、有突出贡献人员进行

倾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政府专项

补助、实施一般诊疗费以及足额补偿经常

性收支差额等多渠道进行了补偿。

陈元方表示，通过绩效考核，不仅推动

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管理、人事、分配、

补偿等方面建立起运行新机制，还促进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公益性服务、主动服

务、乡村一体化转变。

村医整合：
完善进入、退出、保障机制的尝试

在没有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前，鹤壁市乡镇卫

生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诊疗、轻公卫”

的现象。

“那时候到卫生院看病，费用相对高一

些，医疗条件也不好。别说是为我们免费

体检，就连健康科普知识宣传也很少看

到。”浚县新镇镇的李老先生告诉记者，他

的高血压病和糖尿病虽然不严重，但是都

是在县级医院看的。

“综合改革稳固了乡镇卫生院的公益

性，促进我们开始向公益服务性医院转型，

助推我们重视公共卫生项目，帮助群众做

好疾病防治工作。”浚县新镇镇卫生院院长

赵志军说。

村卫生室（所）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很

多村庄是“一村多医，一村多室”，而有些村

庄因为比较偏僻，没有乡村医生。乡村医

生年龄为20~70岁，其中，年纪大的居多。

很多乡村医生的医学知识不扎实，根本无

法满足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

在全面掌握和了解乡村医生配置情

况、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现状、村卫生室

（所）3年的收支运行状况、村情村貌等基础

上，鹤壁市推出了“一控二畅三定量”的办

法整合乡村医生。

“控”是指严控乡村医生“入口”，对医改

前已自愿退出的或离岗的乡村医生不再办理

新证件，对乡镇政府所在地个体诊所暂不纳

入，新进人员实行“凡进必考，公开招聘”。

“畅”是畅通乡村医生“出口”，精简人员。“定

量”是指对“一村多医”实行定量定员核算，资

源共享。按照每千人口1~1.2名乡村医生配

备，不足千人的村子，确保有1名乡村医生。

具体办法是“四退出一培训”：“四退

出”一是到年龄退休。凡年龄满65周岁

的乡村医生，按照政策要求，必须退休。

二是因病退出。因身体原因不适应继续

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的，鼓励其提前退出，

从该村医疗资源收入内给予适当的经济

补偿。三是协议退出。“一村多医”乡村

医生内部进行整合协商，承担该村公共

卫生服务任务的乡村医生给予协议退出

人员相应的经济补偿。四是劝其提前退

休。对能力不足、技艺不全不适合乡村

医生工作的，劝其提前退休。“一培训”是

把年轻的乡村医生有计划地送到上级医

院进修培训，培训期间，乡村医生的工资

由培训单位发放。

此外，鹤壁市还严格落实基本药物制

度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一般诊疗

费补助等政策，每月及时为全市退休乡村

医生发放300元养老金，确保每个行政村

都有卫生室（所）并正常运转。一个“控制

乡村医生进入、畅通乡村医生退出、提高乡

村医生保障”的机制逐步形成。

陈元方表示，正是通过基本药物制度

这把金钥匙，鹤壁市推动了各方利益的调

整，最重要的是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权

利，使之真正享受到了改革成果。

本报讯（记者侯博通讯员张增峰）3月4日中午，

民权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园乡分社门前响起了噼

里啪啦的鞭炮声，该乡赵洪坡村村民娄同丽夫妇将一

面鲜艳的锦旗送到了信用社,感谢热心相助的信用社

员工。

“要不是咱信用社的职工，俺这一年卖粮食的血

汗钱可就真没有了！”娄同丽说起昨天的事来还心有

余悸，话语中充满了对信用社职工的感激之情。

3月3日,朴实的农妇娄同丽怀揣着卖粮食和花生

的3.5万元现金来到花园乡信用社存钱。将钱款放在柜

台上后，她发现忘了带身份证，便急匆匆地赶回家去拿，

却将1万元忘在了柜台上的凹槽里。等取回身份证再

次存款时，一数3.5万元变成了2.5万元，1万元对于娄

同丽家来说不是小数目,想起全家的辛苦钱丢失了，不

知所措的娄同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看到这种情况，

农联社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调取了监控录

像。通过查证，信用社职工认定娄同丽丢失的1万元，

是另一位客户前来存款时，不经意和自带的一些现金放

在了一起，经过认真联系和沟通后，这名客户很快将娄

同丽丢失的1万元现金归还回来。

看着失而复得的1万元现金，农妇娄同丽激动地

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谢咱信用社的好同志，你们都是

做好事的活雷锋！是帮助群众的热心人！谢谢你

们！”在响亮的鞭炮声和群众热烈的掌声中，娄同丽夫

妇快步上前把大红锦旗送上……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朱

林王朝阳）正阳农商银行围绕“转

型发展、稳中求进、规范管理、夯实

基础”这个主题，大力组织存款营

销，实现存款月月增、稳步升的强

劲发展势头，再创历史新高。截至

2月10日，全行存款突破60亿元

大关，余额达到601817万元，比年

初上升46331万元，增幅8.34%，

占全县金融机构45.62%。

存款是立行之本，效益之源。

该行对存款工作早计划、早安排，

及时将任务分解到基层网点，做到

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

标，形成人人有任务、个个有压力

的存款营销格局。进一步完善考

核办法，以人均存款净增额为考核

目标，按月考核到人。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刘超 邵军锋）“我去年参加了信用

社的信用评定，被评为AA级信用

户，授信额度为15万元，在两年的

贷款周期内我可以随时使用贷款

或归还，贷款就像存款一样方便。

可以说有了信用社发放的福农贷

款卡，今年俺搞生产就‘不差钱’

了。”3月2日，内黄县东庄镇温棚

瓜菜种植大户高彦锋说。

为切实做好今年“春耕”生产

的信贷支持，内黄县农信社多方吸

收低成本存款，千方百计清收到逾

期贷款，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截至

去年底，共组织资金5.26亿元，保

证了“春耕”支农资金的足额到

位。与此同时，该联社重点推广了

“金燕快贷通”贷款业务，即对农户

先评级，后授信，再发放贷款，贷款

周期从一年延长至两年，顺应了内

黄作为农业大县，生产周期较长的

实际情况。

“春耕”生产以来，该联社已组

织信贷服务人员300多人，深入19

个乡镇（街道办）530多个行政村，累

计发放春耕资金已达1.4亿元。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白阳省李长顺）濮阳县农村信用联

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把支持春耕生产作为各项工作

的重点，提早部署、周密计划，全力

做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截至2

月19日,累计发放春耕农业贷款

1.28亿元,支持农民抗旱浇麦110

余万亩, 帮助3010户农民购买化

肥7200吨，农膜148吨，农机具

960台（件），修建灌溉渠道20千

米，柴油335吨，为濮阳县夺取夏

粮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濮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全

县农信社二百多名信贷人员分成

24个小组深入到村、组、户及田间

地头，认真统计春耕备耕的生产面

积、购买农业机械的数量和农民资

金需求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三

农”资金需求。目前全县信用社共

组织春耕生产贷款调查680余人

（次），调查农户5920户，匡算春耕

生产贷款缺口13000余万元。

设立资金发放绿色通道，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改造信贷流程，简

化贷款手续，缩短办贷时间，设立春

耕贷款专柜，实行专人负责、专柜办

理，方便农民及时办理贷款业务，畅

通春耕备耕资金绿色通道，最迟3个

工作日内将贷款发放到农户手中。

濮阳县农信社

1.28亿支持农民闹春耕

内黄县农信社

农户春耕“不差钱”

农联社职工热心相助
农妇血汗钱失而复得

基药制度实施后如何激发发展活力
——鹤壁市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解析

□本报记者艾德利 通讯员刘小军 文/图

全省基本药物现场会召开

▲

3月4日，由正阳县妇联和正阳农商银行联合举办的庆“三八”“农商银行杯”拔河比赛在县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全县各

界的25名妇女代表队踊跃参加了比赛，让广大妇女在快乐运动中，喜迎“三八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珺 胡瑞琪摄

省卫生厅厅长李广胜观摩浚县人民医院

省卫生厅副厅长黄红霞陪同观摩善堂卫生院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