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骨头”，怎么啃？A
屏南综合改革试验，如何做到可持续？
金融扶贫，有规避风险机制才可推广。胡

小青介绍，屏南通过农户出资、财政扶持和社会
资助等渠道，筹集1600万元建立担保贷款风险
金；对 2万元以上的小额贷款实行农户向促进
会反担保措施，贫困户通过自然人信用担保、林
权抵押担保、土地经营租赁质押担保等10多种
方式向促进会提供反担保，有效控制贷款风险。

改革创新，建立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才能
长久。目前，屏南采取公共服务与市场取向相
结合，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扶贫
办负责县域扶贫事务的主协调和扶贫信息服
务，协同财政、审计建立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机
制。参与扶贫的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公平机会获得组织孵化、项目财政支持，运用
政府购买服务进行资源激励。政府将原来由政
府承担的一些涉及扶贫的事务性工作、辅助性职
能移交、授权给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整合各项资源，创新才能更有效。为避
免出现试验项目与部门业务“两张皮”，该县
分解落实试验任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试
验区办公室协调下推进试验项目，并将试验
项目与部门业务工作相衔接。

同时，该县对一时突破不了的政策，采取
过渡性措施，稳妥开展试验，大力争取农村信
息化、电子商务、现代农业、扶贫开发、贷款贴
息、支农再贷款、村财增收等政策。当地还广
泛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试验区建设，组建产业
扶贫协会，搭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扶贫
工作的纽带和桥梁，着力推动产业扶贫。

目前，屏南县已将县域发展与精准扶贫
联动推进，坚持“县域发展带动精准扶贫，精
准扶贫促进县域发展”，从更高高度规划实施
改革，让改革发挥更大影响力。

□ 屏南县委报道组组稿

在屏南县棠口乡棠口村，贫困户周
修船刚收完本季的滑菇。“今年又贷了 5
万元用于扩大生产，滑菇种了 4 万袋，
白木耳3万袋。”

2009年，他得知县里成立了小额信
贷促进会，村里也有协理员，可提供低
息贷款，就有了贷款种菇的念头。“我种
过十几年的菇，县里也扶持发展种菇
业，我想能不能贷点钱做这行。”

于是，他找到村主任兼协理员周为
团，提交了相关资料，再由村镇干部提
供担保，很快拿到 2 万元贷款。当年他
种下 9000多袋白木耳和 1万袋滑菇，赚

了几万元。
“小额信贷让我起步了，现在我的信

用级别高了，还清上年借款后，每年可
贷 5万元用来扩大生产。”周修船说，现
在他每年约有 10 万元收入，建起了新
房，女儿也上了大学，生活越来越好。

在周为团手中，为村民提供的担保
已达 700 万元。据屏南县委农办主任胡
小青介绍，像周为团这样的协理员，全
县共有410人。

屏南县在成立社团法人屏南县小
额信贷促进会的基础上，乡镇成立扶
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乡镇干部

专门负责金融扶贫工作；村级设 1 至 2
名协理员，建立“促进会+”金融扶贫
模式。

“贷款跟着产业走，是屏南县金融扶
贫的基本经验。”程树平说，屏南县创新
扶贫小额信贷担保机制，历经 7 年探索
实践，累计担保贷款 2.6亿元，基本解决
了农户 30万元以下贷款的贷款难、担保
难问题。

据悉，屏南金融扶贫模式得到国务
院扶贫办的肯定，并被列入全国 66个金
融扶贫示范县之一，在内蒙古、湖南、
河南等地以及省内19个县 （市） 推广。

屏南是福建省 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之一。2008年，屏南被省农办
确定为全省唯一的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试点县；2014年 11月，经农
业部等 13部门联合批复，屏南成为全国
第二批 3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承担
扶贫开发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按计划，屏南将围绕“换穷貌、改
穷业、挪穷窝、拔穷根”，从精准扶贫三
级平台建设、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产业
扶贫、造福搬迁易地安置、社会扶贫等 5
方面有序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扶贫开发
综合改革试验，用 5到 6年的探索实践，
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东部扶贫模式。

任务艰巨。先要找到需要改革的问
题症结，寻找突破点。

屏南县委书记程树平介绍，该县
在 扶 贫 开 发 和 贫 困 户 稳 定 增 收 方 面 ，

遭遇一系列挑战：传统养殖业面临生
产要素相对匮乏和市场同质化竞争加
剧 的 双 重 挤 压 ， 其 生 产 项 目 成 本 高 、
抗风险能力低、增收可持续性差的弱
点日渐暴露。因此，挖掘适合贫困户
增收的产业和生产模式成破解增收难
亟待解决的问题。

屏南农民收入逾六成来自农业，逾
三成来自打工，财产性收入仅占 0.2%。
不难看出，目前剩下的贫困户大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扶贫要有“硬本领”。

如何破题？屏南人开启先行先试的
改革创新，实行领导和单位挂村、资金
项目扶持、扶持集体经济发展、企业结
对帮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党
建扶持等“六到村”，干部挂户、龙头带
动、造福搬迁、信贷扶持、能力培养、
社会保障等“六到户”措施，实行一包

到底，不脱贫不脱钩。
今年，屏南探索出整合培训、信

贷、政策，规划建设产业扶贫园区和龙
头带动扶贫利益联结“三位一体”产业

扶贫机制。按这种模式，屏南建 5个产业
园区，吸引 30个扶贫经济实体参与产业
扶贫，带动 600多户贫困户发展，促进贫
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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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屏南：：每一分钱每一分钱，，都花在脱贫的刀刃上都花在脱贫的刀刃上

劳动力强的农户有发展机会，劳动力弱的家庭也有办法增加收入，屏南县积极探索金融扶贫新模式，实现扶贫效益可持续——

2008年，屏南被列为全省唯一的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试点县。2014年11月，屏南成为全国第二批3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

承担扶贫开发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在扶贫开发的试验田里，如何做到精准，实行能造血、见实效、可持续？

金融扶贫成为突破口。屏南搭建从县到村的小额信贷三级联动平台，实现金融扶贫不出村；创新推出三种金融扶贫模式，让有劳力和劳

力弱的家庭都能享受到金融活水带来的可持续扶贫效益。

近日，笔者来到屏南岭下乡横坑村，10多亩
由屏南瑞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当地村民合建
的葡萄园长势喜人。

“这 10多亩葡萄园，公司前期投入约 20万
元。村民加入合作社后，把每人 5万元的小额贷
款借给企业使用，企业支付利息，并无偿提供基
础设施、肥料和技术辅导等，村民出工打理，前 3
年的产出完全归村民所有。”公司负责人倪亨代
说，目前大约有10户贫困户加入。

县委农办主任胡小青介绍，信贷扶贫有三
种模式，即合作服务型、承包管理型、信托分红
型。瑞恒与贫困户之间属于合作服务的模式，
即经济实体优先提供贫困户富余劳动力就业，
为自主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保姆”式服务。村民不但获得了种植和劳务收
入，还学到了技术。后期还可以成为企业的骨
干技术人员。目前，屏南已有 3个经济实体加入
这种模式，带动50户村民。

对致富能力更强的村民，屏南设计了承包管
理型的金融扶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统一规划项目、统一提供贷款担保服
务、统一承包土地、统一建设农业设施、统一提供
技术指导、统一提供营销服务，根据贫困户的意
愿和能力将项目分给贫困户管理，自负盈亏。

长桥镇半圳村的茶树菇专业合作社就采用
这种模式。该村 200多户村民大多从事茶树菇
栽培，原先都是大家自己搭简易棚，浪费土地资
源，产量也不高。两年前，村民何韵辉发起成立
合作社，出资建设标准化菇房，再把菇房承包给
村民经营。去年底，合作社 6名成员共同出资，
已完成50个标准化菇房建设。

村民何道齐在上一轮种植中尝到了甜头，
今年发动家人又租了 4间菇棚。“进驻标准化菇
房虽然要花租金，但每个菌包产量可以达到原
来的两倍，质量和售价也比原来高，算下来效益
高多了。”他说。

“贷款跟着产业走，是屏南金融扶贫的基本
经验。”屏南县委书记程树平说，通过整合资源，
县里对食用菌、高山蔬菜、竹业等 10个产业进行
科学规划，建设 10个高优农业示范园区，将农业
产业扶贫示范园区建设成扶贫对象创业就业的
载体和服务平台。目前，已建设 5个产业园区，
吸引 30个经济实体参与产业扶贫，带动了 600
多户贫困户发展，促进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有了以上两种金融扶贫模式，拥有
劳动力的家庭获得了发展机会，但劳动
力不足的贫困家庭怎么办？

屏南进行大胆尝试，创新了信托分
红的产业扶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贫
困户将小额信贷资金委托产业扶贫服
务中心认定的经济实体经营，连续3年，

每年享受 15%以上的分红，农户分红收
益再投入自主创业或留在经济实体经
营。

50岁的郑贵生是棠口乡贵溪村的
贫困户，父母和妻子均得了重病。他耕
种家里的 4亩地，一年纯收入约 1万元，
但 3人的医药费让他难以承受。今年，
村支书陆万建建议他加入信托分红，以
小额贷款 5 万元入股村里的兰花基
地。今年 8月，5万元小额贷款已按协
议委托白水洋兰花有限公司经营，企业
向他支付每年 24%的分红。扣除利息，
再加上县里 2500元的贷款贴息，他明
年可获得超过 1万元的分红。目前，贵
溪村已建档的 26户贫困户中，有 16户
加入了这种扶贫模式。

据悉，这种信托分红模式通过资
金、土地等信托管理，一般贫困户年均
增收在 5000元以上。目前，屏南已有
15家企业加入这种模式，涉及到兰花、
葡萄、食用菌、酿酒等产业，带动贫困户
310多户。

为实现扶贫小额贷款全覆盖，屏南
已建立起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三级平台，
实现金融扶贫不出村，即建立一个小额
信贷促进会、一支金融协理员队伍、一
批村级金融服务站点、一套贫困户信贷
信息档案、一个金融服务信息互动网
络、一笔扶持资金，构建起一个低成本、
高效率的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基于该
平台，贫困户办理 5万元以下贷款，当
天就可放款。

贫困家庭全覆盖贫困家庭全覆盖

金融扶贫引来“活水”，但是，如果村民或
企业种植和经营亏本，产生不良贷款怎么办？

“村民贷款，大多用于种植菇类、板栗和
蔬菜，风险不大。如果真的有一时难以还款
的村民，我们有过桥周转基金帮助临时渡过
难关。”胡小青说，金融扶贫运转几年下来，还
没出现不良贷款。

对企业来说，加入小额信贷扶贫的企业
均通过严格的考察，并有相应的抵押。以白
水洋兰花有限公司为例，经考察，公司属龙头
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产品市场前景较好，
符合信托分红经济实体的条件。

同时，为降低信贷风险，屏南在建立起较
完善的农户信贷信息档案的基础上，通过农
户出资、财政扶持和社会资助等渠道，筹集
1600万元资金建立担保贷款风险金；对 2万
元以上的小额贷款实行农户向促进会反担保
的措施，贫困户通过自然人信用担保、林权抵
押担保、土地经营租赁质押担保等 10多种方
式向促进会提供反担保。今年 1至 7月，该县
为贫困户推介担保小额贷款 6500多万元，累
计推介担保小额贷款达 2.7亿多元，基本做到
贫困户小额贷款需求全覆盖，并实现推介担
保贷款回收率100％。

“有了这些金融扶贫模式，贫困户在屏南
都有发展机会，这是现阶段农村金融扶贫的
有益尝试。”胡小青说，接下来，县财政将每年
预算安排精准扶贫专项资金 400万元、社会帮
扶资金 1000万元，争取信贷资金 5000万元，
整合强农惠农政策资金，加大精准帮扶投入，
以确保 2018 年实现 2975 户、1.038 万人稳定
脱贫。

换穷貌、改穷业、挪穷窝、拔穷根——

屏南农村综合改革这样改

贷款跟着产业走贷款跟着产业走

双溪鲟鱼养殖双溪鲟鱼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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