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扶贫
用心浇开“致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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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是第一民生工程；发展，是最大
的扶贫。要加快发展，最急需的资金从何
而来？金融“输血”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
之一。

近年来，农业银行宁德分行准确把握
“面向三农”的战略定位，紧紧围绕海西发
展战略和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主动对
接“六新大宁德”建设，不断拓展“三农”服务
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谱写了一曲支农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服
务的精彩乐章。据统计，截至2015年9月
底，全行涉农贷款余额达164.94亿元，占全
行贷款的64.04%，较年初增加11.14亿元。

在古田县盛达盛食用菌经营部厂房内，工
人们正忙着分装竹荪、银耳。经营部建有 3个
冷库，年收购量达 3万多公斤，销售额近 4000
万元，产品主要销往北京市锦绣大地联合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

“如果没有农行信贷资金的支持，我不可
能做得这么大。”采访中，古田县盛达盛食用菌
经营部老板、城西街道松台村村民陈盛春激动
地说。

2009年，竹荪市场行情看好，陈盛春依靠
从农行获得的第一单 100万元个人生产经营
性贷款，以每公斤价格 150元左右收购了大量
竹荪，半年后，价格涨到约 250元，他获得了第
一桶金。

2012年，由于产品销路好，北京客户提出
加大购买量，而陈盛春因兴建装修冷冻库和店
面等，一时资金不足。农行又以优惠的利率发
放惠农贷款 2笔共 325万元，帮助他抓住机遇
迅速扩大了经销规模。2014年经营部创净利
600万元，比 2012年增加 240万元，两年增幅达
66%。

仅在古田县食用菌加工基地，像陈盛春一
样在农行信贷支持下做大做强的入园企业有
100多家。

近年来，农行宁德分行积极探索产业链金
融服务，制定了茶叶、食用菌、水产等十大优势
农产品产业信贷政策和海洋产业链、食用菌产
业链、生态旅游产业链等行业服务方案，满足
产业链各环节客户的融资、结算和投资理财等
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9月末，三大产业链今
年累计发放贷款 8.79亿元，贷款余额达到 9.6
亿元，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并带
动了上下游农户增收致富。

农行宁德分行还始终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视为服务“三农”的重要着力点，积极对接
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重点支持一批市级
以上农、林、牧、渔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农业
的品牌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
产增收。9月末，该行对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服务覆盖面分别达 100%、52.72%，
与 28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了
信贷业务关系，授信额度 5.17亿元，用信余额
4.97亿元。

此外，农行宁德分行还加大金融支持农业
现代化力度，积极支持花卉苗木、水产养殖、设
施大棚等设施农业企业发展。9月末，共支持
设施农业贷款7户，信用余额2.41亿元。

“农行贷款犹如‘及时雨’，解决了柏
洋村宁德核电宿营区项目的资金需求，
该项目可为柏洋村增加年收入 400 万
元。”福鼎市柏洋村党委书记王周齐高兴
地告诉记者，农行宁德分行向柏洋村村
属企业福建柏洋投资有限公司发放中期
流动资金贷款 800万元，用于支持宁德
核电营地建设。如今，柏洋村宁德核电
宿营区项目已正式竣工，一批宁德核电
员工顺利入住宿营区。

今年以来，农行宁德分行按照市委、
市政府和省分行关于做好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的统一部署，高度重视，精心部
署，将其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作
风建设、深化“三农”金融服务的重要内
容。在省分行的指导下，农行宁德分行
选取了赤溪村、柏洋村、永安村、下党村、
咸村等 5个村进行精准帮扶，实行一村
一金融服务方案，积极落实信贷支持、扶

贫帮困、基础服务、优惠政策、智力支持
等各项措施。

农行宁德分行针对每个村的发展特
色开展信贷重点扶持，福鼎赤溪村重点
对接生态旅游和白茶、淡水鱼等特色农
业生产，下党乡下党村以茶叶、脐橙、锥
栗、油茶为主，硖门乡柏洋村以弹涂鱼、
杨梅为主，咸村镇芹村以脐橙、水蜜桃、
毛竹、茶叶、养猪为主，吉巷乡永安村以
食用菌为主。截至目前，农行宁德分行
对 5个村已发放农户贷款 151户 3212万
元，促进 5 个村特色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

农行宁德分行还在赤溪村、永安村、
下党村、咸村等 4个村设立“三农金融流
动服务工作室”和助农取款服务点，配备
自助终端、转账电话等设备，提供查询、
转账、助农取款、缴费等金融服务。在柏
洋村设立自助银行，配备 ATM机、离行

式存取款一体机、自助服务终端和智能
设备，及时为柏洋村村民提供存、取款及
各类转账结算业务，大大提升了柏洋村
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同时，各行派出流
动客户经理服务组，每周到村服务 1至 2
天，收集村民金融服务需求信息，解决金
融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利用
每次流动服务机会巡检服务点电子机
具，确保机具正常运行。

在政策惠农上，农行宁德分行对 5
个村村民实行优惠政策，降低其融资成
本和服务成本。农户贷款利率低于当地
同业平均水平。免收农户贷款除利息外
的所有服务费用。对惠农卡实行免收小
额账户服务费、工本费和年费等“三免”
政策。免收本行助农取款业务交易手续
费。同时，积极为 5个村提供智力支持，
帮助采集农村经济运行信息、农业生产
信息和农产品销售信息等。

农行宁德分行始终牢记履行服务
“三农”的神圣使命，不断创新思路，积极
寻找服务“三农”和文明创建的结合点、
切入点。2010年底，农行宁德分行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选派优秀的党
员干部到霞浦县崇儒畲族乡笕下村任职
党支部第一书记。

面对笕下村困顿落后的局面，下派
驻村干部牢记农行赋予的使命，从开展

“四访”（寻访党员干部发展良策、寻访专
业户致富经验、寻访困难群众困惑疾苦、

寻访矛盾人群诉求缘由）入手，深入细致
调查，组织村“两委”成员探讨研究，集思
广益，对症施治，开出整治良方。对照新
农村建设方针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目标
任务，认真编制笕下村整村推进扶贫开
发三年发展规划。

农行宁德分行的负责人明白只有通
过发展生产，培养自身的“造血功能”，才
能给笕下村群众带来可持续的发展之
路，真正改变笕下村落后贫困的面貌。
正是有着这样的思路，霞浦县农行向笕
下村发放惠农卡贷款 111万元，并协调
其他金融机构争取妇女创业贷款 44万
元，用于发展种植雷竹、垦覆毛竹和增养
生猪、种植晚熟葡萄等适合笕下村的项
目。为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和产业化
生产，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驻村干部还
组织引导村民先后成立了霞浦县笕下葡
萄专业合作社、霞浦县崇笕毛竹专业合
作社、霞浦县霞笕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3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专业合作社模
式，引进种植新项目，引导农民科学种
养，形成统一生产标准，并有了村民自己
的葡萄品牌：“笕山红”，保证了产品的质
量，拓宽了产品销路，提高村民的经济效
益。

出村路是笕下村世代畲家人的心头
之痛。利用公路“村村通”建设的好政

策，农行主动斥资 5万元，并协助筹集各
方面资金 180万元，把道路建设、村民安
全饮水工程、防洪堤工程、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建设、绿地公园和公厕等能惠及大
多数村民的事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加
大文明共建力度，大大改善了驻点村落
后的基础设施条件。

农行驻村干部还加强驻点村党组织
建设，积极发展优秀青年党员，优化村干
部的党员结构，为笕下村培养一支带不
走的村干队伍；完善村级议事活动中心、
党员活动场所，常态性组织村民党员交
流学习，创建学习型村级组织；全面实施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群众对村级班
子的满意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三年来，农行下派驻村扶贫第一书
记穿梭在县城乡村、田间地头，为村民真
心办实事，办好事，把致富思路和信贷支
持送到群众心坑上。在多方扶持下，笕
下村发展晚熟葡萄 300亩、种植雷竹 80
亩、垦覆毛竹800亩以及增养生猪600多
头，种养规模的不断扩大，形成了初具规
模的生产基地。项目发展起来，笕下村
村民收入也“水涨船高”，2012年，村民
的人均收入比 2009年增长 1倍多，达到
4000 元。昔日的贫困村正一步步踏上
富裕和谐的新轨道，小村庄绽放出了绚
丽文明之花。

晚熟葡萄成为笕下村农民致富晚熟葡萄成为笕下村农民致富
的特色产业的特色产业

近日，在全国扶贫第一村——福建省
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的农行“三农”金融
流动服务室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农
行宁德分行金融志愿服务队正为当地村民
宣传假币识别方法、征信及反洗钱等金融
知识。

这是农行宁德分行创新服务模式的一
个体现。2014年 9月，为进一步提升普惠
金融服务水平，农行宁德分行全面启动

“双百一体、城乡互联、结对互助”综合
金融志愿服务活动。在全辖范围内选取一
百个城乡金融服务点，组建一支由机关以
及网点组成的百名金融志愿者服务队，百
名志愿者依托百个服务点建立服务团队，
服务辖区内重点社区、学校、乡镇和村
庄，城乡互联、结对互助，实现志愿服务
与金融实践有机融合，切实解决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问题。
针对当前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农行宁德分行重点围绕
“送知识、送产品、送服务、送温暖”开
展金融服务。

在内容选择上，重点宣传普及当地
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金融知识、金
融风险的辨识与防范知识，涵盖金融政
策法规、存贷款、支付结算、征信、反
洗钱、维权等方面，培育群众金融消费
意识，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社会责任。

在产品推介上，制定金融 IC卡、贵
金属、理财知识、电子银行、对公产
品、国际业务等六大系列产品宣传推广
计划，依托志愿服务队伍，通过集中产
品推介、产品使用演示等互动体验方
式，为群众送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并用
好金融产品。

在服务渠道上，选择人流集中、自助
设备使用频率高的乡镇、村委会、农资
店、超市等地点，合理布放POS机、ATM
和转账电话等自助设备，设立“三农”金
融流动服务室，定期开展上门服务，弥补
乡村物理网点不足问题；延伸服务柜台，
充分发挥移动金融服务优势，通过携带离
行注册终端，深入重点社区、学校、村庄
开展流动金融服务。

此外，农行宁德分行把结对爱心帮扶
志愿服务与金融服务有机融合，以“爱心
献社会，真情暖人心”为主题，深入学
校、社区、乡村了解掌握情况，结合银行
业协会发起的无障碍志愿助残活动，以贫
困学生、孤寡老人、残疾人、烈军属、生
活困难的离退休人员等困难群众为主要对
象，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弱势群
体“送温暖”结对帮扶活动。据统计，一
年来扶贫帮困金额达 35多万元，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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