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难的战役，也是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庞大工程。脱贫攻坚离不

开巨大资金支持，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主体，更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要支撑力量。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兴安盟分行坚持扶贫贷款“优先调查、优先

审查、优先发放”“基准利率”“三优先一优惠”原

则，建立绿色办贷通道，压茬作业，批次推进，全

力推进脱贫攻坚。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全行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为 74.2 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

46%，占全盟金融系统投放的 67.6%，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39499 人。当年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20.1 亿元，荣获 2018-2019 年度全国农发行脱贫

攻坚贡献奖、全区农发行脱贫攻坚贡献奖、全区农

发行脱贫攻坚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在全区年度综

合绩效考核中位列第一，“扶贫银行”品牌形象正

在逐步确立。

聚焦主业，做精粮油扶贫业务

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政策性金融扶贫

的生命。农发行兴安盟分行始终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根

本遵循，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

论、制度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进一步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

其中蕴含的价值观、方法论指导政策性金融扶贫

实践。

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一条基本经

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农发行兴安盟分行充分

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聚焦主业，做精粮

油扶贫业务。2019 粮食年度，农发行兴安盟分行持

续推进高质量客户群建设，统筹谋划、提早布局，支

持 26 户粮食购销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投放粮油精准扶贫贷款 10.31 亿元，切

实发挥了粮油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得到了地

方党政、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强化扶贫贷款精准

认定。严格执行扶贫贷款认定标准，认真履行贷款

审核发放程序，2019 年投放扶贫贷款 20 亿元，其中

粮油扶贫贷款 16.3 亿元；增强扶贫贷款带贫效果。

2019 粮食年度，粮油购销业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96 人，同比增加 69 人，紧紧围绕农业丰收做文

章，在确保农民卖粮增收上下功夫，既确保地区粮

食安全，又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聚焦创新，探索金融扶贫路径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坚中之

坚，面对艰巨的攻坚任务，农发行兴安盟分行聚焦

创新，探索金融扶贫路径。

创新土地扶贫贷款模式。2018 年 6 月，投放全

区首笔土地增减挂贷款 1.03 亿元，创造了 29 天完

成项目立项到贷款发放的农发行速度。新华网、兴

安日报、总行网站分别做了《速度：贯通金融扶贫的

“快车道”》《全国首个易地扶贫搬迁土地增减挂项

目落地前旗》《内蒙古兴安盟农发行脱贫攻坚彰显

使命担当》的专题报道。

做好旅游扶贫贷款项目。2019 年 5 月，乌兰浩

特市天骏山生态修复及景观项目 4.1 亿元贷款获批

投放，标志着农发行兴安盟分行首笔“生态修复 +

旅游扶贫”PPP 项目贷款成功落地。建设过程中通

过签订采购、就业协议解决 20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的脱贫问题。项目建成后，将继续带动 55 户、115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投放改善人居环境和

饮水安全贷款 21 亿元，助力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和农

村住房安全问题，覆盖全盟 6 个旗县市和盟农场局

1.9 万户、3.9 万人。

着力提升扶贫带贫实效。支持内蒙古蒙佳粮油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扶贫贷款联结模式，帮扶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20 人。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

公司通过农发行兴安盟分行产业扶贫贷款，吸纳贫

困户加入到农产品种植行列，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6 人。内蒙古蒙犇畜牧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农发

行兴安盟分行产业化龙头贷款带动农牧民、合作社

进行养殖，筛选 150 户贫困农牧民入股，连续扶持 5

年，助力实现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阿拉坦花嘎查抓产

业、促脱贫的目标。

探索创新金融扶贫模式。投放了全国首笔“竞

拍贷”贷款；支持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投放 2000 万元龙头加工企业

流动资金扶贫贷款。

聚焦突破，打造产业扶贫模式

满足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证他们在

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解决贫困地区发展的不平

衡不充分，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也正是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动机和方向。农发

行兴安盟分行突出支持产业扶贫，着力夯实稳定脱

贫、防止返贫的产业支撑，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

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创立“兴安模

式”。按照“政府主导、银行支持、企业参与、保险保

障”的“四位一体”模式，促使盟行署印发了《兴安

盟农牧业产业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实施方案》，

开启了脱贫攻坚“兴安模式”。

依托农发行兴安盟分行多年支持的龙头企业，

通过公司 + 农户、入股分红的模式，设计信贷产品，

累计发放贷款 7000 万元，扶持发展兴安盟大米、肉

牛养殖等产业，迈出了产业扶贫的坚实步伐。该模

式支持项目变“输血”为“造血”，吸纳 150 户农牧民

入股，项目实施使 48 户、123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

现了致富梦，也为全盟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全新思

路。

聚焦问题，注重精准扶贫成效

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期，越往后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农发行兴安盟分行党委书记带头

扶真贫、真扶贫，先后 6 次深入定点帮扶村科右前旗

德伯斯镇乌力根嘎查调研指导，在脱贫攻坚的最前

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帮扶嘎查及附近贫困

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粮食销售困难的实际，积极

帮助协调农发行兴安盟分行支持收储企业，促成双

方签订了《“市场价 + 溢价”收购脱贫带动协议书》，

帮助农牧民拓宽了销售渠道，有效增加了农牧民经

济收入，解决了粮食增产不增收问题。

脱贫攻坚最能体现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最能

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农发行兴安盟分

行先后投入定点帮扶嘎查 55 万元帮扶资金，帮助

购买能繁母羊推进产业发展，为定点帮扶嘎查购买

清洁车、修建路灯等改善村容村貌。截至目前，农

发行兴安盟分行共协调、投入资金近 180 多万元（其

中盟分行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55 多万元，协调项目

资金 125 万元），使科右前旗德伯斯镇乌力根嘎查贫

困人口年人均收入从国家最低标准 3100 元增至平

均 4500 元以上，增收幅度达到 45.2%。2019 年动员

全行员工向总行四个定点扶贫县以及其他贫困地

区订购农产品金额 3.21 万元。

九万里风鹏正举，战贫困砥砺初心。任凭时代

社会发展变迁，农发行兴安盟分行专注主业、服务

“三农”的初心不会改变。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最艰巨任务，也是农发行义不容辞

的光荣使命。农发行兴安盟分行将坚定不移地助

力脱贫减贫、服务乡村振兴，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打出信贷产品组合拳，用智慧和汗水托举“三

农”发展的美好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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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大局广开拓   履职责促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兴安盟分行开拓创新助力我盟经济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韩学文  梁建

编者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兴安盟分行作为兴

安盟地区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自建行以

来，以扶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紧紧围绕

盟委、行署的战略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总体工作思路，扎根“三农”事业，深耕

“三农”领域，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

金优势，不断加大信贷投入力度，为当地经

济发展注入了源源金融“活水”。

2019 年末贷款余额 161 亿元，当年累计

投放各项贷款 35.9 亿元，累计收回 63.3 亿

元，剔除粮食“去库存”（临储贷款收回 40.5

亿元）等政策性因素，净增长 13.1 亿元。年

末存款余额 21 亿元，实现盈利 1.2 亿元。连

续 12 年保持无不良贷款……

助力脱贫攻坚   彰显使命担当

创新发展思路
服务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粮食问题关乎民生，也关乎宏观

调控大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因粮

而生，伴粮成长，随粮壮大。服务国

家粮食安全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

农发行兴安盟分行不忘初心，紧紧围

绕“粮油信贷”做文章，履行政策性

银行的职能，特别是盟委、行署提出

“两米两牛”发展战略后，进一步创新

业务发展思路，用实际行动展现自己

的大作为。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参与者和

执行者
2019 年，盟委、行署提出地方储

备玉米轮换稻谷的储备政策，农发行

兴安盟分行作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结合多年来从事粮油收储工作的经

验向地方党政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共

同发力使得制度快速落地。同时作

为地方收储政策的执行者，农发行兴

安盟分行积极作为，开通储备稻谷信

贷业务绿色通道，快速审批，快速投

放，确保带着兴安岭林香、归流河水

香和淖尔河灵气的兴安地产优质稻

谷满满入仓。7 万吨优质稻谷为“兴

安盟大米”产业发展提供了源头保

障，2.4 亿元信用贷款支持了 21 户优

质企业的发展。确保“兴安盟大米”

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品牌发展

壮大。

粮食市场化收购金融服务的提

供者
农发行兴安盟分行作为粮食信

贷的主办行，为支持全盟粮食市场

稳定发展，服务粮食安全战略，面对

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调整，积极主

动创新业务发展模式，在业务发展

上由政策的单一驱动向政策、市场

“两轮驱动”转变，在业务领域上由

支持收储向粮食全产业链转变。正

是该行的主动承担和主动创新，其

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和壮大：从 2016

年初的市场化收购业务零基础发展

到 2019 年末市场化业务年投放 13

亿元，市场化收购客户从 2016 年的

零基础发展到 2019 年的 32 户，粮

油业务模式从 2016 年的唯一政策

发展到 2019 年“四大模式”。也正

是该行的主动创新，从而获得了各

项殊荣，仅 2019 年就荣获全区农发

行系统“重点客户工程竞赛创新模

式奖”和“粮油转型发展先进行”两

项荣誉称号。

潮起逐梦海天阔，不忘初心更前

行。面对发展前景，该行将始终坚守

服务“三农”初心，立足区域特点，发

挥职能优势，加大支持力度，用实际

行动服务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小链接：

农发行兴安盟分行
粮油业务“四大模式”

2016 年由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

制定了《东北地区玉米收购贷款信

用保证基金方案》，作为内蒙古地区

信用保证基金首批参与者，农发行

兴安盟分行在盟委、行署的支持下，

建立了兴安盟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

证基金，从成立之初的 17 户参与者

发展到目前的 28 户参与者。基金授

信额度从 7 亿元发展到 17 亿元。粮

食信用保证基金制度，有效解决了

兴安盟地区粮食收购企业，特别是

占所有收购企业 95% 以上民营企业

的抵押物不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

问题。基金的建立支持企业有充足

的资金参与粮食收购，多年来，我盟

各类企业合计年均收购量均在 150

万吨左右，占全社会玉米总收购量

的 60% 以上，有效支持了“两米”产

业中玉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牧

民增产增收。

信用保证基金模式

担保公司担保模式

为履行国家提出的金融服务民

营小微企业发展战略，破解小微企业

因有效抵押资产不足而导致融资困

难问题，农发行兴安盟分行主动与盟

委、行署沟通，建立了兴安盟产业扶

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整合担保资

源，扩大基金效能，放大基金倍数，形

成了具有兴安盟特色的“兴安模式”

担保机制，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基金建立后，支持 5 户民营企业累计

融资 7400 万元贷款，其中支持粮食产

业发展 4 户，1 户为杂粮收购企业，投

放贷款 1000 万元；1 户为玉米收购企

业，投放贷款 1000 万元；1 户为稻谷

加工企业，投放贷款 2000 万元；1 户

为面粉加工企业，投放贷款 200 万元。

竞拍贷模式

为更好履行政策性银行职能，支

持国家“去库存”工作，拓宽信贷服

务范围，农发行兴安盟分行提出了

“竞拍贷业务”发展模式，并经农发

行总行批准在内蒙古地区试行开办。

为企业竞拍国家临储粮提供了支持，

发挥了政策性银行杠杆作用，补齐了

农业供给侧短板。2019 年 6 月，农发

行兴安盟分行作为该项业务的提出

者，发放了全国农发行系统首笔竞拍

贷贷款，累计投放 500 多万元。本次

业务的创新，得到了上级行的高度赞

誉和客户的充分肯定，为市场化粮食

业务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为农发行业

务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农发行更好地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贡献力量。

为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资金需求，农发行兴安盟分行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和信

贷投入力度。稳步增加对龙头企业

的贷款投放规模。2019 年全年累计

投放民营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 2.4 亿

元。对兴安盟地区重点龙头加工企

业的支持从开始的几百万，发展到最

高授信过 10 亿元，从支持企业收储、

流通到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农发行兴

安盟分行根据需求不断改变服务方

向，推动企业发展。目前，农发行支

持的重点龙头企业不但实现了专业

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其

产品还畅销内蒙古，更在全国得到认

可，特别是有的企业还将自己的产品

远销东欧多国，真正成了行业领先地

位的龙头企业。

产业化龙头加工模式

农发行兴安盟分行支持乌兰浩特市天骏山生态修复及景观项目

农发行兴安盟分行支持札萨克图公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