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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12 月 23 日电
（记者凌广志、罗江）今年投放政
策性扶贫贷款 64 . 5 亿元，支持
项目 覆 盖 全省 1 8 % 贫 困 人
口……海南省扶贫办、海南省工
商联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
分行发起成立农业政策性金融产
业扶贫合作平台，携手 42 家农业
龙头企业探索出民企“唱主角”，
“扶贫信贷+产业带动”的组织
化、专业化帮扶机制。

金融“活水”滴灌

产业带动精准脱贫

海南农业政策性金融产业扶
贫合作平台择优择强吸纳农业龙
头企业，给予信贷优惠支持，引导
企业与贫困户构建利益联结机
制。今年平台已投放扶贫贷款
64 . 5 亿元，资金通过产业项目精
准“滴灌”，惠及 11 . 29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除去鸡苗、饲料等成本，文昌
鸡销售净利润 5 . 7 万多元……在
文昌市海南传味文昌鸡公司，养殖
户邢益进看到结算账单后喜上眉
梢。在该公司帮扶下，邢益进从贫
困的小养殖户变为技术过硬的职
业农民，家庭年收入达 15万元。

产业扶贫开花结果得益于金
融“活水”。2017 年，农发行海南
省分行与海南省扶贫办、海南省
工商联联合创建农业政策性金融
产业扶贫合作平台。平台企业 42
家，占全省扶贫龙头企业 40%。经
测算，平台支持企业的扶贫贷款
定价水平比同业平均水平低 93
个基点，累计为企业节省财务成
本 5800 万元。

传味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
公司董事长林鹏介绍，公司以
4 . 785%、5 . 305% 的年利率两次
贷款共 5745 万元，较在商业银行
贷款时 7% 至 8% 的水平大幅降
低。扩大产能覆盖更多农户，饲养
量增加约 160 万只，营业额增加
4500 万元。

避免“撒胡椒面”式的低效金
融扶贫，平台聚焦龙头企业的产
业化、组织化优势。“平台吸纳优
质农业企业，通过他们推动扶贫
信贷资金流向最需要帮扶的人
群、最有潜力的扶贫产业。”农发
行海南省分行行长黄进强说。

动态评价促成效

牵线搭桥聚合力

防止扶贫信贷“一放了之”，
确保资金“用出效益”，海南农业
政策性金融产业扶贫合作平台对
帮扶成效动态评价，作为对企业
执行贷款优惠政策的依据。平台
还主动牵线促成 20 家平台企业
与 22 个贫困村结对帮扶，促进帮
扶工作推向深入。

翔泰渔业公司就业帮扶 177
人、产业帮扶 2493 人；正业中农
科技公司技能帮扶 386 人、公益
捐助 509 人……在帮扶成效表上，各企业帮扶情况一目
了然。平台每季度通过查阅企业贷后管理资料、向当地扶
贫办查证等评价帮扶成效，并根据结果动态调整信贷优
惠力度和成员资格。

“连续两次评价较差的企业，将被约谈督促加强落实
扶贫措施，约谈无效的将终止成员资格。”农发行海南省
分行扶贫业务处负责人介绍，考核内容包括扶贫信贷资
金使用范围，产业扶贫项目是否如期投产并产生效益，项
目覆盖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情况，以及每千万元贷款带动
脱贫的情况等。

平台成立以来，还主动牵线搭桥引导企业将帮扶工
作推向深入：动员企业参加海南“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
行动，对接海南省列入当年计划脱贫、定点帮扶力量薄弱
的贫困村等。

在屯昌县梦幻香山，一株株柠檬树下竖立着滴灌喷
头，稀释后的沼液滋养着柠檬树。生态种植的柠檬价格比
同类产品高出 1 倍。周边 100 多名村民在园区务工、学技
术，每月收入 2 千多元。

“企业过去扶贫缺乏系统思维，主要是发放种苗、公
益捐赠等。”园区总经理杨琳坦言，加入平台后，企业在平
台帮助对接下与吕狗村结对，逐步形成技能培训、就业务
工、合作建设种植示范园结合的多元帮扶模式。

金融创新解难题 民企助贫有底气

海南农业政策性金融产业扶贫合作平台中，90% 企
业为民营企业。长期以来，民企尤其是涉农民企缺乏抵押
担保常面临融资难，难以抵御周期性风险。平台对此持续
探索政策性金融创新，为企业支农扶贫注入强心剂。

槟榔是海南农业的支柱产业，涉及 230 多万农民。今
年槟榔收购价最低跌至每斤 1 . 2 元，促农脱贫增收作用
日显乏力。为支持产业发展，农发行海南省分行鼓励平台
内龙头企业带动收购，推出政府槟榔加工贷、与担保机构
合作贷，确保政府托底收购目标实现。

海南槟榔龙头企业口味王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征介绍，
该公司是农发行海南省分行放贷金额最高的农业企业，已
累计获得 13 . 5 亿元贷款。公司得到该行信贷支持启动槟
榔收储，目前单价已稳定在 4 元以上，最高时突破 6 元。

为激发平台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农发行海南
省分行探索支持农业企业运用生物性资产抵押、大宗农副
产品浮动抵押，以及商标专利权、知识产权信用担保。

杨琳说，农业企业一直面临无抵押物的贷款难题，政
策创新后，平台将房产抵押不足部分以园区未来门票收
益权、公司股权进行抵押，发放贷款 30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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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上图为河南省汝阳县岘山村
处于山坳中的旧村庄（ 3 月 6 日无人机拍摄）；
下图为河南省汝阳县岘山村易地扶贫搬迁小区

（3 月 6 日无人机拍摄）。
2018 年 10 月，河南省汝阳县岘山村易

地扶贫搬迁小区建成，村民们从大山里的旧
屋搬进扶贫搬迁小区里的新房，开始走出大
山后的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上图：河南省新县泗店乡贫困户帅家
太的老房子（资料照片）；下图：2018 年 3 月
7 日，帅家太一家人在吉祥社区的新家里其
乐融融（拼版照片）。

河南省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近年来，该
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中之重，同时坚持搬迁与发展两手抓，在集中
安置点所在地改建“扶贫车间”，带动贫困群
众就地就近就业。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脱脱贫贫攻攻坚坚的的““中中原原突突围围””
新华社记者王丁、甘泉、韩朝阳

698 万——河南贫困人口总量居全国第
三位。

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和黄河滩区，四个
连片贫困地区横跨我国东、中、西部……

脱贫攻坚的“中原战场”，关系全局、影响
深远。

2013 年以来，河南省以平均每年减贫
110 万人的速度迅速实现“中原突围”。在这场
反贫困伟大斗争中，饱经沧桑的中原正挣脱
困扰千年的贫困泥淖，成为一片大有可为、充
满希望的土地。

扶贫“大考”显担当

“你们县对产业全面谋划不足，推动力度不够。”
“你们两个地方，扶贫工作有松劲儿现象。”
……
时至岁末，河南省委会议室，一场扶贫“大

考”正在进行，“考官”是河南省委领导和来自高
校、媒体的专家，“考生”是作为“一线指挥官”的
8 名市、县书记。书记们就脱贫攻坚责任履行进
行述职，考官现场点评直击痛点，让责任落实存
在差距的脱贫攻坚一线“指挥官”们如芒在背。

脱贫攻坚“中原战场”在全国脱贫攻坚的
作战图中举足轻重。“不仅贫困基数大，而且难
啃骨头硬、攻坚任务重。”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史
秉锐说。

新一轮建档立卡之初，河南有 53 个贫困
县，9237 个贫困村，698 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
人口总量居全国第三位，接近老挝人口总数。

北太行、西伏牛、南大别、中滩区，河山控戴
的河南有着大量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口。“十
三五”期间，河南计划搬迁 26 . 03 万贫困人口。

如果说搬迁扶贫是艰中之艰，那么健康扶
贫则是难中之难。河南剩余 104 . 3 万贫困人口
中因病致贫占比高达 51 . 4%；2018 年全省返
贫 597 户中，因病返贫占 53 . 9%。作为农业人
口大省，让农村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
好病、少生病，对稳定脱贫至关重要。

越是艰难险阻，越要闯关夺隘。
统计显示，2013 年以来，河南年均减贫

110 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减贫 2 人。截至
2018 年，全省共实现 582 . 4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8315 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
底 8 . 79%下降至 2018 年底 1 . 21%。

大旱、决口、逃荒……一部河南史，半部灾
荒史。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既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对
历史的伟大担当。河南省委党校教授蒋仁勇说，
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充分发挥，才能够让这片土地彻底摆脱历史
泥淖，圆梦全面小康。

书记该有的样子

“球鞋书记”王清华上任不满 3 年，就跑遍
了卢氏县 352 个村。

伏牛山区的深度贫困县卢氏县，有 4000 多

个山头、2400 多条河流涧溪，被称为“河南小
西藏”。为方便下乡，县委书记王清华办公室
备着球鞋、车里放的也是球鞋。

“每到一个村就至少解决一个问题。跑遍
所有村，就能把 352 个村主要发展制约因素
解决掉。”王清华说，“脱贫攻坚是一场大战
役，只有积小胜才能有大胜。”

压力在主席台，责任在前三排。贫困县
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县
委书记不仅要运筹帷幄、谋篇布局，也要身
先士卒、冲锋陷阵。

为打赢脱贫攻坚的“中原突围”战役，河
南尽锐出战，共选派驻村工作队 2 . 05 万个、
驻村干部 6 . 44 万人、驻村第一书记 2 . 5 万
名。全省共有 50 多万帮扶干部长年奋战在中
原大地脱贫一线。

太行山区盘龙山村“独臂支书”王生有、
七年三度驻村的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宋瑞、携
妻驻村四年的太康县前河村第一书记韩宇
南……这是一份长长的共产党员名单，他们
用实际行动，在中原最贫困的角落践行共产
党员的初心。

大别山革命老区信阳市新县，革命年代
不足 10 万人，有 5 . 5 万人为革命献身。“山
上英灵在看，山下百姓在盼”，新县县委书记
吕旅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把革命老区建
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是共
产党人的初心更是使命。

美好生活靠奋斗

两臂处空空荡荡，脚底下步履生风，单
薄的身躯里，似乎有用不尽的气力。荥阳市
新沟村 46 岁的贫困户、“无臂羊倌”曹建新，
能用嘴写毛笔字、用脚下象棋，还养了上百
只羊……

脱贫后的曹建新，先后三次找到扶贫干
部，执意要求退保。“党和政府照顾了我十几
年，现在我能挣钱了，让低保帮助更困难的
人。”

低保退了，退路绝了，曹建新却信心满
满：“只要肯干，穷山沟里也能挣到钱。”从两
只羊“起家”，到成立养羊合作社，曹建新说，
“贫困户最重要的‘扶贫人’不是别人，就是咱
自己。”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但追求美好生活靠
的是奋斗。

河南各地通过在贫困户中评选“最美奋
斗者”，开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民夜
校，推出一批戏曲影视文艺作品等，通过扶
智扶志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支持他们通
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追求美好生活。

70 多年前，解放战争的中原突围，靠
的是当地群众“缸里匀米，锅里匀饭”节衣
缩食支持，取得最终胜利。70 多年后的今
天，这场脱贫攻坚的“中原突围”，“宁愿苦
干，不愿苦熬”的人民群众再次成为历史的
推动者。史秉锐说，“他们自力更生、自强不
息的精神，是我们这场战役必将胜利的信
心所在。”

新华社郑州 12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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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倵瑃、赵宇飞、吴燕霞

想啃下贫困地区脱贫这块“硬骨头”，必须
建设强有力的村支部。秦巴山区一个深度贫困
乡镇的脱贫攻坚故事，再次生动地证明：基层党
组织坚强有力，“一把钥匙能开多把锁”，才能扶
真贫、得实效。

三顾茅庐：回引优秀人才当“头雁”

四个多月前，某品牌产品区域总代理何振
华向客户们告别，回到老家重庆市开州区大进
镇关坪村担任村支部书记。

四个多月来，49 岁的何振华带领班子干得
热火朝天——硬化公路、整修休闲广场、修建蓄
水池、架设路灯……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大进镇，层峦叠嶂，沟
壑纵横，交通闭塞，是重庆市的深度贫困乡镇。
更让人揪心的是，全镇人才短缺，部分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难以担当带领群众脱贫攻坚重任。

2017 年 9 月，重庆市委组织部扶贫集团驻
镇工作队入驻大进镇。“要攻克贫中之贫，关键
在人，尤其是选好配强村级班子。”驻镇工作队
队长郑夕明说。

大进镇决定回引优秀人才，选优配强村两
委班子，引领山乡脱贫。何振华被大进镇党委书
记“三顾茅庐”请回来。

如今，大进镇依托市、区两级组织部门的统
筹协调，扶贫工作队、镇党委的合力推动，“头雁
们”从四面八方飞回来。

何振华等 17 名在外经商的老乡和大中专
毕业生到村任职，镇里同时储备了 55 名村级后
备干部。37 名驻村第一书记和队员也从各地向
大进镇汇聚，他们当中既有市级部门干部、也有
区级部门业务骨干。镇里还组织了全镇 407 名
无职党员，赋予他们一定的职责，每人都要领岗
尽责，服务脱贫攻坚大局，服务全体村民。

决胜产业：一片茶叶托起的梦想

大进镇红旗村的自然条件适宜种茶，盐茶
古道曾远近闻名。2017 年，镇里决定以“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方式，成立茶
叶专业合作社，试图让老茶园获得重生。

团市委派驻红旗村第一书记王栋兴冲冲地

召开院坝会，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凉水”。
辈分高、有威望的李中顺第一个跳了出来：

“不同意！种茶根本挣不到钱。”
“大家把土地折价入股到合作社，能获得股

份和分红收益，这是大好事啊！”王栋向村民们
解释。

“空手套白狼，我们不在家，你们就这样欺
骗老人！”几个年轻的村民嚷嚷起来。

后来，王栋了解到，以前的村党支部是全镇
后进党支部，带全村发展茶叶、蔬菜等产业都以
失败告终，村民们失去了信心。

王栋决定带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到贵州湄
潭等地观摩学习。

“乖乖！能卖茶叶，还能搞旅游，一盘炒洋芋
丝就卖十几块钱，在咱们村一斤只能卖几分
钱。”李中顺挠着头说。

观摩学习归来，部分村民开始支持种茶。村
里 20 名党员带头将自家土地拿了出来。

茶苗种上了，合作社又提出以村民承包的
方式管护茶园。开始，还是没人愿意冒着风险
领头。

没人愿意，那党员上吧。党员们把茶园打理
得井井有条，收入也比以往高出一大截。村民们
看到有赚头，纷纷申请承包。

这让王栋犯了难：“谁愿意退出嘛？”
大家都抢，那党员退吧。党员们主动退出，

让更多人通过管护茶园有钱赚。
“一年前，这里都是杂草丛生的荒地。”王栋

站在山坡上，指着漫山遍野的茶树说。
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大进镇 17 个村已

分别成立茶叶、中药材、高山果蔬等专业合作
社，基本实现“村村有产业”。

倾心带富：与贫困户一起飞

“小华，我晒了些洋芋干，你收不收嘛？”双
龙桥村的吴能道拨通了大进镇电商扶贫驿站负
责人金小华的电话。

“好，吴爷爷，我下午就来您家收。”金小华
热情地答道。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又有贫困
户想让他上门收山货。

“我不仅上门收货，出的价钱也比市场价高
得多。”金小华说。

24 岁的金小华是大进镇培育的一位致富
带头人。2017 年，镇里邀请金小华加入电商扶

贫驿站，并提供资金、对接销路，金小华的生
意日渐红火。他背着箩筐收购贫困户的农特
产品，再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每逢旺季，
金小华还雇佣贫困户打包、分发快递。

“我们努力把党员培育成致富能手、把致
富能手培育成党员、把有带富能力的党员培
育成村干部，充分发挥带头致富、带领致富作
用。”重庆市委组织部扶贫集团驻镇工作队副
队长薛奉军说。

今年以来，金小华的电商扶贫驿站已为双
龙桥村集体经济组织贡献 5万多元利润，共帮
助贫困户 80 多户，其中包括十余户残疾人贫
困户。

金小华也已成长为一名预备党员，并作
为后备干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村务管理中。

“全镇已培养出 65 名致富带头人，他们
有的是党员，有的已经发展为预备党员，有的
甚至已经成为村级班子成员。”郑夕明说，他
们不仅带领贫困村民脱贫致富，也是基层党
组织的后备力量。

动力激发：星星之火终成燎

原之势

天保寨村第一书记喻世兵刚上任不久，
贫困户王登万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你们只管有钱人，不管我们这些穷
人……”喝得醉醺醺的王登万指着喻世兵破
口大骂。

“我当时没理他。”喻世兵说，“等王登万
冷静后再找他沟通，做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只
有多交流、多倾听，让贫困户感受到我是为了
他好。”

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我都快 50 岁
咯，还没娶到媳妇。”王登万时常倾诉心中的
苦闷。

“你想娶媳妇，现在这样天天睡懒觉、喝
大酒可不行，要先脱贫，盖上新房子，要不然
哪个愿意嫁给你？”喻世兵严肃地说。

“嗯嗯，我一定好好干活儿，争取快点脱
贫。”王登万说。

2017年，在喻世兵鼓励下，王登万借助扶
贫小额信贷，养了两头母牛，还享受到产业到
户扶贫资金 3000元补贴。第二年，两头母牛分
别下了一头崽，王登万卖掉两头，就收入一万

多元。
王登万还种了三亩水稻，养了 10 来只土

鸡。2019 年初，王登万搬进了新房子，顺利
脱贫。

2019 年春节刚过，王登万又找到喻世
兵：“喻书记，我现在可以娶媳妇了不？”

喻世兵噗嗤一声笑了：“能了……能
了……我一定说到做到……”

在喻世兵的撮合下，王登万与邻村的曾
德培结为夫妻，实现了脱贫又“脱单”。喻世兵
亲自为两位新人主持了婚礼。

王登万等人的脱贫故事，被拍成《人勤春
来早》系列短视频，通过微信在大进镇乃至整
个开州区广为传播。村民们看后深受触动，原
来幸福真的是奋斗出来的。

大进镇 17 个村目前已全部制定村规民
约，成立了治理“整酒”歪风的红白理事会，定
期表彰脱贫示范户、张贴红黑榜，文明乡风日
渐形成。

全镇已有 56 户贫困户提交自愿脱贫申
请书，主动要求摘掉“贫困帽”。

后记

如今的大进镇，贫困发生率已从 2014 年
底的 18 . 7% 降至 0 . 2%，村镇的道路改善
了，主导产业起来了，村容村貌变靓了，乡村
的治理也越来越有序了。

岁末年初，郑夕明和薛奉军正忙着组织
“两不愁三保障”的户户走访排查和村级交叉
检查，推进集镇重点项目建设，筹备春节前的
“赶年节”活动，通过销售农特产品提高老百
姓的收入……

何振华准备从四川引进利润较高的黑毛
香猪进行养殖，也正在推进关坪村的交通建
设，发展乡村旅游。每当人们问起他回村任
职，生意损失了多少钱时，他都笑而不答。

金小华又背上箩筐，开始走家串户收购
农产品。他正在筹划建一个农产品加工点，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贫困户可以在那里务工，
农产品也能卖个好价钱。

王栋正在思考如何将村里的茶叶推广出
去。2020 年开春，就到了茶树吐新芽的时候，
全村预计将出产春茶 3000 多斤。

巧的是，他的孩子也将在那个时候出生。

一把钥匙为什么能开几把锁？
来自秦巴山区一个深度贫困乡镇的党建报告

●河南贫困人口总量 698 万，位居全国第三。2013 年以来，河南以

平均每年减贫 110 万人的速度迅速实现“突围”

●作为“一线总指挥”，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不仅要运筹帷幄、谋篇布

局，也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推动者，他们的自

力更生、自强不息是这场战役必胜的信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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