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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时代金融扶贫的开拓者和排头兵

井冈山市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
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扶“志”不扶“懒”，把
脱贫攻坚的过程变成农民素质大提升和
内生动力大增强的过程；扶“干”不扶

“看”，把脱贫攻坚的过程变成乡村发展和
产业振兴的过程。扶“一世”不扶“一时”，
把脱贫攻坚的过程变成可持续和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

井冈山市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帮助群
众强志气、树信心、提能力。坚持精神引
领。讲好红色故事，让人民群众从井冈山
精神中汲取信念和力量，凝聚致富奔小康
的强大合力。坚持志智双扶。在“扶志”
上，变现金救助为产业奖补，在产业发展、
进城务工、自主创业等方面给予重点扶
持，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在

“扶技”上，开展农业技术、职业教育、产业
创新等培训，提高群众致富本领。在“扶
智”上，对贫困户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实
施一系列帮扶政策。挖掘致富奔小康典

型事例，通过组织干部群众对贫困户进行
评议，“评选模范脱贫人”，用身边典型引
领激发群众脱贫致富。

他们全力推进“三扶”、“三不扶”的扶贫
工作法，创新“三卡识别”“四卡合一”“三表
公开”等一系列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的举措，
实现了“一户一块茶园、一户一块竹园、一户
一块果园、一户一人务工”的“四个一”产业
就业扶贫模式，覆盖贫困户4617户，户均增
收7500元。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双向转化通道，努力实现“绿色最绿”，打造
生态文明的绿色崛起示范区。全力推进“产
业增收、能力提升、兜底保障、党建引领”四
个全覆盖，努力实现“脱贫最好”，打造革命
老区的乡村振兴示范区。

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市在全国率
先脱贫摘帽。5年来，井冈山的贫困发生率
由13.8%降至 0.25%，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5857元增长到10968元，贫困户人均纯收
入由2600元增长到6500元。

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获奖单位代表刘洪

不忘初心感恩奋进 率先脱贫共奔小康

农发行在全国金融系统率先设立扶贫
金融事业部。推动银行政策、资金、项目、资
源等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研究制定了支持

“三区三州”脱贫攻坚28条差异化政策，并
推广至中西部169个深度贫困县。按照风
险补偿基金数额的5至10倍发放贷款的产
业扶贫“吕梁模式”，在贵州、广西、新疆等7
个扶贫重点省份落地。

同时，政策处还创新推出了东西部扶
贫协作、“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扶贫批发
贷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贷款等支持产业
扶贫的多种模式，推动形成了农发行支持
产业扶贫的组合拳。率先研发易地扶贫搬
迁信贷产品，在金融与财政协同扶贫、产品
模式创新等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
动构建融资、融智、融商、融情“四融一体”
帮扶体系。

“三区三州”作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超常举措。政策
处深入“三区三州”开展调查研究，率先在

金融系统研究推出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意见，提出深度贫困地区贷款增速
要实现“三个高于”的目标。

该处牵头制定出台了农发行支持“三
区三州”脱贫攻坚“28条差异化”支持政
策，从信贷政策、资源保障、定向帮扶等方
面，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全方
位支持力度，得到了中央巡视组、国家相关
部委和地方党政的充分肯定。

与此同时，政策处建立了对深度贫困地
区的监测分析机制，不断总结服务深度贫困
地区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出台政策文件，将

“三区三州”28条差异化支持政策扩大至
169个中西部深度贫困县，让更多深度贫困
地区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杜耀陆表示，农发行始终将服务贫困群
众作为努力方向，将防控风险作为帮助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重要举措，坚持
把精准作为金融扶贫的生命线，确保资金真
正用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身上。

个人档案：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扶

贫综合业务部扶贫政策与
实验示范处处长

扶贫事迹

个人档案：
江西省吉安市委常委，

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书记，
井冈山市委书记

扶贫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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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那年，刘入源因一场意外失去

右手掌，这让原本就很贫困的家庭雪上

加霜。2009年，他发现养羊产业前景不

错，就拿出全部家当引进 31 头黑山羊，

创办了县里第一个种羊场，但由于没技

术没经验，最终血本无归。拜师学艺、改

造圈舍，甚至把自己的床搬到羊圈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羊存栏量达到

了 250 多头，刘入源也赚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桶金”。

慢慢的，刘入源靠着发“羊财”，日子

一天天富裕起来。看着父老乡亲还穷着，

作为党员，刘入源决定带着乡亲们一起致

富。如今，他已带动博白县17个镇29个

行政村的600多户贫困户养了8000多只

羊，每户增收 2万多元，2000多人脱贫。

山羊养殖已由过去农户零星养殖发展成

为博白县特色扶贫支柱产业。刘入源的

事业也在帮助贫困群众脱贫的过程中发

展壮大。现在，刘入源养殖场占地面积

300 多亩，羊存栏量 3400 多头，年产值

1000多万元。

他参与探索出“自主经营”“托管代

养”“入股分红”三大产业扶贫模式，带领

37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养羊走上

了脱贫致富道路，带动了全县29个贫困

村脱贫。

刘入源说：“虽然我只有一只手，但只

要肯努力奋斗，一只手也可以摆脱贫困的

命运，一只手也可以承担起党员的责任，一

只手也可以和乡亲们一起开创一片脱贫致

富新天地！”

在刘入源的“能人效应”辐射作用下，

博白县的企业，无论大小，都积极响应国家

精准扶贫政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投身脱

贫攻坚，带动了更多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道路。

“我要把养羊的产业模式复制推广到

各地，带领更多的群众脱贫致富！”刘入源

充满信心和斗志。

“大别山牧羊女”刘锦秀在2007年成立
了大别山首家黑山羊养殖合作社，建立起统
一提供种羊，统一栏圈建设，统一防疫消毒，
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羊肉回收的“五统一”模
式，与175个村、4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
立了帮扶关系。

为了走得更高更远，黑山羊养殖合作社
联合省农科院专家一起创新研发把废弃秸
秆转化为营养饲料，高效利用荒坡荒地种草
养羊，进一步培优品种，经过近十年的探索
总结，终于在去年被农业部授牌“国家级黑
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基地”。

为了创品牌，黑山羊养殖合作社不仅
精耕细作“薄金寨锦秀羊”品牌，还精选大
别山10个最优质的地标产品，打造大别山
红色、绿色、康养系列的“锦秀优品”高品质
农产品。

黑山羊养殖合作社探索出了政府+金
融+企业+贫困户+保险的精准扶贫五位一
体模式，这一模式设计严谨，面面俱到，彻
底解决了贫困父老乡亲们发展生产所缺的

资金、技术、销售、养殖风险等难题！这个
模式推出后，被全国许多贫困县借鉴于种、
养殖业，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2018 年底，黑山羊养殖合作社
已带动大别山 7700 多户养殖户发展产
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06户。这些贫
困户养羊年收入均达到2万元以上，已经
全部脱贫！

从与命运抗争到成为致富带头人，刘
锦绣用16年时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却
温暖美好的人生路。今年国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她作为脱贫
攻坚的代表还登上了脱贫攻坚彩车。她
说：“那一天，彩车上的我热泪长流。那是
一个奋斗者幸福的泪水，一个脱贫攻坚战
士百感交集的泪水，一个小小牧羊女对党、
政府和社会各界感恩不尽的泪水”。她表
示，愿团结八方力量，实现产业联合体，打
造“中国制造”的农业品牌，让黑山羊养殖
真正成为大别山龙头企业，让带动的贫困
群众利益最大化！

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获奖者刘锦秀

带领贫困户致富的“大别山牧羊女”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奖者刘入源

一只手开创一片脱贫致富新天地

个人档案：
男，汉族，35岁，中共党

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
市博白县桂源农牧有限公
司总经理

扶贫事迹

个人档案:
女，汉族，38岁，湖北名

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田县锦秀林木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

扶贫事迹

2014年 10月，隋耀达主动申请下乡
扶贫，在共村一驻村就是4年。他曾发誓：

“共村不脱贫，耀达不离开。”他自掏腰包带
着党员干部和贫困户100多人跑遍全省
10多家羊场考察牧草和黑山羊产业。经
过3年多的努力，他成立的共村巾帼养殖
专业合作社，黑山羊数量由当初的100多
只发展到700多只，产值近60万元，62户
贫困户实现分红收益良性循环。他在扶贫
工作中无私无我，捐款捐物累计约10万
元。2016 年 7 月，他动员爱人辞掉了工
作，举家从海口搬到200多公里外的共村，
让父亲和妻子都在养羊场义务工作，女儿
在镇里上幼儿园，一家人成了名副其实的

“编外”村民。
在共村的扶贫工作当中，隋耀达一直在

践行一个计划，建立共村自己的产业。结合
共村实际，隋耀达同志为共村的长远发展设
计了一条清晰的路子：一种一养一锦，即有
林权证的更新种红毛丹、圈养黑山羊、发展

传承黎锦编织。
在海南省妇联精准扶贫专项经费的扶

持下，共村成立了保亭县加茂镇共村巾帼养
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集中圈养
黑山羊，共村6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种羊
和现金的形式全部加入合作社。共村巾帼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和成功运营，创造了
集体办社、村社合一、能人带动、党员带富，
社员共富的共村脱贫新模式。

为了把黑山羊产业做大，2017年，隋耀
达指导成立了加茂镇黑山羊产业协会，辐射
带动周边5个村委会60户散养户，养羊存
栏总量达2000只左右，形成了抱团入市的
局面。通过散放结合，牧草产业和种羊产业
齐头发展，带动更多农户腾地种草，形成一
村一产业、一村一特色。

2016年底，共村实现整村脱贫，62户
232人摘掉了贫困帽子，如今共村的村容村
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典范，隋耀达作为该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继续坚守在扶贫一线。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奖者隋耀达

共村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2014 年，孙永斌带着所有的积蓄来
到这里，围绕宾川县优势产业——热区
特色水果产业开发，开始了他创新创业
梦想的追求，同时也开启了他将创新创
业梦想融入宾川县产业扶贫事业的新
征程。

他开展优质鲜食葡萄及晚熟柑橘新
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5万多亩，免费培
训种植农户及贫困户50785人次，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5万户实现劳动力转移。

过去四年多来，孙永斌团队围绕宾川
县支柱产业鲜食葡萄及晚熟柑橘开发科
技支撑需求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并自
觉将其服从与服务全县扶贫攻坚事业。
孙永斌及其团队还与云南开放大学合作，
建设农业技术教育培训服务中心、农村终
身教育服务中心和农民学历教育提升服
务中心，招收了762名农民大学生免费入
学，通过半农半读方式就近学习农业科技
知识，为宾川县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乡

土科技人才支持。
他探索创立“党支部+龙头企业+贫

困户”党建扶贫双推进产业扶贫模式。建
成葡萄扶贫示范基地、车厘子扶贫示范基
地，带动 541 户 1744 人脱贫致富。推动
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所帮扶村（社区）年集体经济收入均超
过5万元。

四年以来，孙永斌总是以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和炽热爱心投身扶贫济困公益事
业。在每年10·17国家扶贫日（也是联合
国规定的国际消除贫困日），都会进行扶
贫济困捐款，四年累计捐献善款 50.7 万
元；孙永斌还长期对家庭贫困大学生进行
助学资助，四年共资助家庭困难大学生
30多名，累计捐款30余万元；身为致公党
员，孙永斌还特别关心生活在宾川县的东
南亚归侨和侨眷中的贫困群体，四年来为
宾川太和华侨农场27户贫困归侨家庭累
计捐献价值300多万元的住房设施。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获奖者孙永斌

小葡萄撑起脱贫致富大梦想

个人档案：
男，汉族，43岁，中共党

员。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加茂镇共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

扶贫事迹

个人档案：
男，汉族，35岁，致公党

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
治州宾川县华侨庄园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扶贫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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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今天在海口举行

传递榜样力量 激发攻坚斗志
10月20日上午，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海南省人大会堂进行，各市县均设立分

会场，报告会直接开到村，全省有13.5万人直接聆听报告会。6名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的报告团成员将讲
述自己的扶贫故事，向海南传递攻坚的力量。

本报今日刊登这6名获奖代表的先进事迹，希望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时期，激励
海南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全力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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