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滩区扶贫迁建期
间，省联社菏泽办事处紧跟
市委、市政府部署及省联社
的工作要求及时跟进，成立
黄河滩区迁建脱贫金融扶持
工作领导小组，所涉菏泽、鄄
城和东明农商行成立主要负
责人为组长的专门组织，明
确专人负责，积极与县区、乡
镇两级政府协调对接，确保
金融服务保障到位。

一方面，菏泽办事处积
极向省联社进行专题汇报，
与市人行、省分行对接沟通，
争取滩区专项贷款规模；另
一方面，菏泽办事处积极向
市委、市政府汇报省联社精
神及农商行的信贷政策，省
联社菏泽办事处党委副书
记、副主任崔玉光向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作了4次专题
汇报，业务部室与对口局办
多次沟通协调，并根据滩区
迁建治理的规律，献计献策，
得到市委、市政府肯定，拟在
国家政策性项目贷款到位
前，分期次向迁建脱贫项目
提供先期启动资金。

菏泽办事处还指导菏

泽、鄄城和东明3家农商行对
辖内滩区居民的基础信息、
搬迁意愿、有效贷款需求等
进行网格化、全覆盖的摸底
调查，积极参与村镇政府召
开的迁建村党员会、村民代
表会，充分了解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同时，加强对迁建户
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并紧
扣当前精准扶贫形势和政策
要求，发挥全市农商银行自
身灵活优势，在贷款担保、利
率政策、手续办理等方面，不
断创新方式方法，推出多种
贷款新品种，为黄河滩区迁
建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

下一步，全市农村商业
银行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感、
荣誉感、使命感，充分运用党
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充分发
挥农商行的自身优势，以扎
扎实实的扶贫工作措施和成
效，主动担当，不打折扣地圆
满完成这项造福于民的德政
工程、民心工程和政治任务，
赢得党政、社会公众的更多
信赖和支持，实现百姓满意、
党委政府满意、农商行满意
的目标。

全全市市农农商商银银行行强强力力推推进进金金融融扶扶贫贫
已投放金融扶贫类贷款7 . 86亿元，扶持脱贫382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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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金融扶贫工作有序
进行，省联社菏泽办事处及辖
内9家农商行分别成立金融精
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
责全市农商银行金融助推精准
扶贫工作的落实和督导。各农
商银行和分支机构，层层落实
扶贫目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责任体系，确保扶贫组
织健全，扶贫力量充足，着力推
动金融精准扶贫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

同时，全市各农商银行通
过设立扶贫联络点，搭建扶贫公
示牌，发放扶贫“明白纸”，粘贴
扶贫宣传海报等方式，积极开展
金融扶贫政策宣传。至6月末，全
市农商银行设立扶贫联络点739
处，搭建扶贫公示牌911个，发放
扶贫“明白纸”48 . 73万份，粘贴
扶贫宣传海报等4815处，粉刷墙
体标语3388处，将金融扶贫政策
送到百姓身边。

坚持因地制宜。办事处紧

扣当前精准扶贫形势和政策要
求，在贷款担保、利率政策、手
续办理等方面，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积极为贫困户办理小额
农户信用贷款，信贷资金优先
向吸纳贫困户就业的实体经济
组织倾斜。按照因地制宜、因户
施策的原则，对贫困户制定个
性化的扶贫举措，简化扶贫贷
款手续及办贷流程。至6月末，
累计投放“富民农户贷”5 . 15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323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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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联社菏泽办事处专门下发
金融助推精准扶贫操作指引，
各农商行根据建档立卡扶贫户
明细，组织信贷人员深入农村
逐户调查，掌握贫困户信息20
多万条。

针对贫困户担保难、文化
层次较低等现状，办事处研究
下发《关于简化扶贫贷款手续
的通知》，指导各农商银行进一
步简化手续，实现一个身份证、
一张申请、一份合同就能办贷

款，推行限时办结，阳光办贷，
畅通办贷渠道。

为提高扶贫效率，还将建
档立卡贫困户纳入综合服务群
体，与“家庭银行”商业模式推
进相结合。依托农商银行贷款、
存款、理财、结算等金融服务，
为贫困家庭生产、生活提供全
方位、个性化金融服务，一户一
案，跟踪服务，有效提高“精准
扶贫”工作效率。至6月底，全市
农商行投放“家庭贷”11052户，

“家庭贷”余额19 . 24亿元。
同时，健全考核机制，将金

融精准扶贫工作纳入年度重点
工作，进一步明确金融精准扶
贫年度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办
法，评先评优向扶贫工作量大、
成效明显的单位倾斜，对金融
扶贫工作考核得分低的单位，
视为工作不达标，进行通报批
评，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并
限期跟进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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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农商银行围绕“一
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模式，
与当地政府、扶贫部门对接，解
决贫困户贷款难题。创新推出

“公司+基地+贫困户”扶贫模
式，支持涉农企业与建档立卡
贫困户签订合同，吸纳贫困户
到企业务工。目前，全市农商银
行支持吸纳贫困户就业的龙头
企业、扶贫就业点、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扶贫经济组织431个，带
动5821名贫困人口就业。

日前，成武农商行就创推
“银行+龙头企业+贫困户”带
动模式，在县人行的牵头下与
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了精

准扶贫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成
武农商行向该公司发放100万
元扶贫专项贷款，由政府全额
贴息，同时该公司吸纳了24名
贫困人员就业。在公司就业的
贫困户每月除正常工资外，每
月可领取金额不等的贫困补
贴，年收入均达到2万元以上。

鄄城农商银行则把支持扶
贫就业车间作为金融扶贫的重
点，截至目前，向扶贫车间发放
贷款16808万元，带动5389名贫
困群众就业。该行也被人行济
南分行和省扶贫办评为2016年
金融扶贫优秀金融机构，并先
后在国务院扶贫办、省政府、菏

泽市人民银行等召开的现场会
议上汇报发言。

据了解，2016年以来，鄄城
县委、县政府探索出建设扶贫
就业车间的脱贫新路子，在援
建扶贫就业车间工作中，鄄城
农商银行勇于担当，筹措资金
48万元，先后在引马镇南王庄
村、彭楼镇彭楼村、东匡庄村、
李进士堂镇吴庄行政村，援建
四个300平方米左右的扶贫车
间，直接安置和辐射带动500人
就业，其中贫困人口200人，占
四个行政村贫困人员的76%，人
均年增加收入20000余元，4个
行政村年集体收入增加8万元。

在金融扶贫的方式方法
上，全市各农商银行还从贫
困地区的实际出发，找准精
准扶贫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积极探索适合贫困户的扶贫
方式。

实行联动扶贫。办事处
指导各农商银行，与科技部
门联手实施“圆梦行动”，开
展送技术、送信息、送金融知
识、送资金下乡为主要内容
的“四送”活动；与团组织结
合，开展“鲁青农信贷”项目，
为青年创业提供信贷资金，
并对优秀创业贷款项目利率
优惠；与妇联结合，开展“信
贷助推农村妇女创业活动”。
按照“优先授信、利率优惠”
的原则，重点支持贫困家庭
妇女创业致富与人社部门合
作，精准投放下岗职工创业
贷款，为弱势群体提供创业
资金，协助借款人凭收息凭
证到人社局办理贴息手续。

开展帮包扶贫。将“双联
双创”“第一书记”帮包贫困
村与金融精准扶贫有机结
合。全市农商银行选派三批
第一书记到贫困村帮扶，他
们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
倾听群众呼声，扎根基层，紧
紧围绕“抓党建、促脱贫”的
这一中心任务，带领贫困村
群众脚踏实地，发展特色产
业推动精准扶贫。

改善支付环境助力扶
贫。全市农商银行在原有金
融服务自助机具布局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农民自助终
端及便民服务点建设，通过
加快网络建设，有效改善了
贫困乡村支付环境，实现了
金融精准扶贫与普惠金融有
机结合。至6月底，全市农商
银行布放“农金通”3660台，
累 计 发 行 银 行 卡 总 量
738 . 55万张，电子银行客户
52 . 93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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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产业扶贫农村经
济组织担保难问题，全市各
农商行创新担保扶贫，推出
钢结构抵押贷款、土地流转
抵质押贷款等新的担保方
式。还围绕扶贫企业和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特点和融资需
求，开发“富民农户贷”等系
列贷款品种，提高农村金融
服务水平。

鄄城农商银行客户王福
彬流转了180亩土地种植葡
萄、瓜果等农作物，并安置周
边贫困户务工就业。由于前
期经营需投入大量资金，近

期因资金短缺向农商银行申
请办理借款，经了解其经营
项目符合办理预期收益权质
押贷款的条件，该行顺利为
其办理了50万元预期收益权
质押贷款，解决了资金短缺
的问题。

据悉，全市各农商行下
一步计划密切围绕扶贫企业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特点和
资金需求，创新开发贴近贫
困户生产经营和实际的信贷
产品，推出更多符合农村扶
贫开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

助助力力黄黄河河滩滩区区 定定向向金金融融扶扶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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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袁磊 王楠

实施金融精准扶贫是菏泽市金融工作的一项重点。今年以来，省联社菏泽办事处组织
带领全市9家农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作用，积极配合市、县(区)扶贫部门，履行
责任勇担当，创新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截止6月末，全市农商银行走访建档立卡贫
困户13 . 92万户，投放金融扶贫类贷款7 . 86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富民农户贷”贷款5 . 15亿元，
惠及贫困人口32395人；累计投放扶贫企业类贷款2 . 71亿元，带动贫困人口58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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