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平凡
而不平庸。追寻小康之梦，便是大
家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社会和谐的热切期望，便是中
国梦的重要构成。

泰山巍巍，黄河滔滔。今天的
山东，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农业强
省，但是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
衡，脱贫任务依然艰巨。2013年11
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
时指出：抓扶贫开发，要紧紧扭住
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突
出重点，上下联动，综合施策。

4年来，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
拔寨的关键阶段，山东金融机构
按照脱贫攻坚向深度贫困聚焦、
向最难处发力的战略谋划和鲜明
导向，把服务全省脱贫攻坚作为
最大的责任与义务。为满足脱贫
攻坚多元化融资需求，山东金融
机构加大扶贫信贷投放，截至10
月末，全省扶贫贷款余额641亿元，
累计发放扶贫贷款782亿元，惠及
68 .6万贫困人口。

农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益虎介绍，该行以沂蒙山区、
黄河滩区等全省深度贫困区域为
重点，探索产业扶贫、项目扶贫、
到户扶贫等金融扶贫模式，增强
贫困人口“造血”功能，助力贫困
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
在全省2016年金融精准扶贫政策
效果评估中，该行是唯一一家评
估等次被评为“优秀”的全国性大
型商业银行。

“红色沂蒙”涌动春的梦想

英雄沂蒙山,巍巍孟良崮。革
命战争年代走在前面的老区，在
奔小康的路上却落在了后头，临
沂市贫困人口占到全省的1/6。诞
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精神历
久弥新，传承着永不褪色的红色
基因 ,成为打响脱贫攻坚新时期

“孟良崮战役”的强大精神动力。
向贫困发起总攻、扛起使命、践行
诺言，一场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
硬仗在800里沂蒙大地全面打响。

2017年10月17日，山东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在济南召开全省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座谈会。会上表
彰了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突出
成绩的35个先进集体和60名先进
个人，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
被评为2017年全省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刘宗路被评为先进个人。这
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在沂蒙山区，苹果关系着很
多人全家的生计，可增产不增收
情况时有发生，这成了果农心中
之痛。在蒙阴县宗路果品专业合
作社仓库的门口，记者看到4名
工人正在从货车上卸苹果，这是
合作社刚从果农手中以高于市
场价收购的苹果。高于市场价收
购果品，只是宗路果品专业合作
社帮扶项目中的一项。合作社采
用生产帮扶、农资帮扶、劳动就
业帮扶、储存帮扶、销售帮扶等
多种形式帮助贫困户。宗路果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宗路告诉
记者，去年他们从农行取得1200
万元扶贫生产贷款，县扶贫办给
予了贷款利息补贴，合作社通过
免费提供部分农资、高价收购果
品等多种形式对390个贫困户进

行全方位的帮扶，一年时间达到
脱贫线。合作社创办的万华食品
有限公司果品生产基地成功注
册“山东省出境水果生产基地”，
不仅把当地的果品卖到了国内
若干个省市，还把市场拓展到了
东南亚、中东等地。

刘宗路介绍，为了拓宽果品
销售渠道，2014年合作社开启了
全新的电商销售渠道。利用“互
联网+蜜桃”新模式拓宽销售渠
道，推动了果业“供给侧改革”，
在普通蜜桃“产能过剩”的市场
行情下，蒙阴蜜桃却卖上了好价
钱，让贫困户直接得到更多的

“真金白银”。
“在老区做精准扶贫工作，就

是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
命。”农行蒙阴县支行行长刘继明
说，脱贫重在发展产业，蒙阴支行
把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
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给予金
融支持。脱贫的“领头雁”壮大了，
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更明显。目
前蒙阴县支行共为5家农业龙头
企业投放扶贫贴息贷款4920万元，
带动984户贫困户脱贫。

为了同一个庄严承诺，各方
力量携手，在贫困村播撒希望。
近年来，农行山东分行开展了金
融支持产业扶贫进万家活动，他
们创新推广可复制的“金融+”扶
贫模式，支持农业龙头企业通过
就业带动、发展生产、收益返还
等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推出
了“农行+龙头企业+订单农户”
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3700多人
实现就业脱贫；推出了“政府扶
贫资金+财政贴息+农行+企业+
农户”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1500
余人脱贫；推出了“让利资金+龙
头企业+农行+农户”扶贫模式，
惠及近1200户贫困户。

据了解，截至10月末，山东金
融机构分别向贫困户和扶贫生产
经营主体累计发放贷款118 . 4亿
元、345 .3亿元。

初冬季节，记者深入沂蒙山
腹地采访，此刻富饶的齐鲁大地
刚收获过沉沉的金秋。很多在上
一年还是贫困户的农家，在这一
年家底开始变得殷实起来。

蒙阴县委书记王皓玉表示，
林果业的发展，促进了“绿富美”
蒙阴建设，也带动了全县的扶贫
开发。2017年内，蒙阴县将完成剩
余27个省定贫困村、3700个贫困人
口的脱贫任务。

让阳光洒满追梦的路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山东是孔孟之乡，深厚的优秀传
统文化积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充足养分。加快金融产品创

新，便是山东金融机构在扶贫中
的一大亮点。

山东还创新贫困地区的融资
渠道，脱贫攻坚以来，共支持贫困
地区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153单，募集
资金1421 .1亿元。

农行山东分行在这场全省
脱贫攻坚战中，不断加快金融产
品创新，趟出一条精准扶贫的新
路。他们按照“一县一业、一行一
品”的思路，因地制宜创新了“苹
果贷”、“大蒜贷”、“蔬菜大棚
贷”、“光伏扶贫农户贷”等特色
产品。创新推出政府、担保公司、
银行、扶贫主体四方参与的“扶
贫四联贷”产品，搭建“政银担”
扶贫合作平台。该行探索“投贷
结合”模式支持贫困地区重大项
目，在全国金融系统首发扶贫社
会效应债券。

“多亏农行提供的资金支
持，让我找到了致富门路。”临朐
县上林镇西闫家沟村43岁的刘
桂顺两年前因打工摔伤落下残
疾，一家人的开销全靠妻子打零
工。听说山东六和集团免费提供
鸭苗、饲料和技术，他便萌生了
养鸭的念头，但建鸭棚的资金却
让他犯了愁。

“农行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帮
我申请了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
款，政府还给我发了2000元的贫困
扶持资金，这才把鸭棚建起来。”
现在，刘桂顺的鸭棚生意每年收
入8万多元。

“日子有盼头了。”进出家门
口，高在福总是习惯性地向屋顶的
光伏板瞧两眼，“今年年初，在农行
贷了三万五千块钱，屋顶装上了太
阳能发电板，家里多了一个‘聚宝
盆’。”家住安丘市石堆镇甘泉村的
高在福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上有80岁母亲，下有瘫痪在床的儿
子，购买分布式家庭屋顶光伏发电
系统设备后，全家都搭上光伏发电
的致富快车。

2016年12月，农行潍坊分行贷
款2 . 76亿元支持了安丘市40兆瓦
扶贫光伏发电工程项目。该项目
惠及504个村(其中省级贫困村40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6280户12740
人，预计2017年内即可实现登记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每一笔资金，都是一股滋润
贫困群众的清泉；每一个项目，都
是一把开启小康之门的钥匙。目
前，在临沂、滨州、济宁、潍坊等地
市，光伏扶贫正在让越来越多贫
困户享受到“阳光”的温暖。

头雁领航奔向梦想

2017年5月3日，山东省委书记
刘家义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

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调动社
会各方面力量，发挥好‘第一书
记’的作用，把各种资源统筹好、
运用好、发挥好。”

带着浓厚的为民情怀，农行
山东省分行先后向泗水县圣水峪
镇皇城村、莘县贾庄村派驻副处
级“第一书记”，对他们提出了“用
心、用情、用力”工作要求，帮助村
民尽早脱贫。他们累计争取省扶
贫办产业扶贫、省交通厅基础设
施扶贫等重点扶贫项目5个，涉及
资金362万元。为皇城村营里小学
捐赠电脑、文具、电教室，建设道
路“户户通”，直接捐款近100万元，
带动财政及各类社会捐赠1000多
万元，有力带动了村容村貌和村
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扑下身子拼命干，不脱贫困
决不还。2016年的春天，农行山东
省分行派到泗水县圣水峪镇皇城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刘景标，
经过多方调研，觉得种植谷子会
比种植地瓜等收入高，便引进新
的品种动员村民种植。村民刘凡
英说：“以前没种过谷子，心里没
底，但是刘书记提倡种谷子，‘第
一书记’帮助村里解决了好多问
题，我们信得过他。”刘凡英和其
他农民种植的黄金谷深受市场欢
迎，收入是往年的3倍多。

2017年11月13日，看着近千头
膘肥体壮的生猪被装上车，莘县
古城镇贾庄村支书贾雨存高兴地
说：“多亏了农行的支持，让俺村
的生猪扶贫项目扩大了一倍规
模，不仅给参与建厂所需土地流
转和在猪场打工的贫困户带来了
稳定收入，而且养殖合作社每年
还能给村集体上缴2万多元的经
营收入用于扶持村集体发展，根
据上级标准，年底村里所有贫困
户都能脱贫，俺村就能彻底摘掉

‘贫困村’的帽子了。”
莘县古城镇贾庄村是省定贫

困村，也是农行山东省分行“省派
第一书记”郭君策的驻点帮扶村，
不仅人均收入低，村里还有贫困
户67户、292人，其中精准贫困户5
户、13人。郭君策把贫困群众当家
人、当亲人，想群众之所想，办群
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急。他联系
当地农行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莘县金牌饲料公司注入贷
款2000多万元，并引导该公司扩大
在贾庄村的生猪扶贫项目，目前
已建立起年存栏生猪2000头的养
猪场。养猪场不仅使8户村民通过
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入3万多元，
还吸纳了14名贫困村民到猪场打
工，使他们人均增加收入2万多
元。郭君策还从省扶贫办争取来
大棚产业扶贫项目，定向帮扶村
里的5户精准扶贫户，目前已全部
达到了脱贫标准。

从贫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
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社会各界
的帮扶力量，汇集成了山东脱贫攻
坚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劲动能。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实施精准扶贫，决胜全面小康。在
辽阔的齐鲁大地，我们欣喜地看
到，越来越多的脱贫致富者，怀着
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新的征途。

山东省扶贫办主任时培伟
说，到2018年，不仅要确保山东
242 . 4万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更要让齐鲁大地的“光荣
脱贫”成为山东由文化大省迈向
文化强省的时代标志。

路，始于足下；梦，始于当下。
愿所有梦想都开花，我们的小康
梦，一个绮丽的梦想，正在齐鲁大
地上梦想成真。

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
越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
银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
益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
理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
证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
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
融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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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共筑小康梦
——— 山东农行助力全省脱贫攻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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