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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过上让
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如果村里散落在各处
的小洋房能建得再规整一
点，真会让人误以为是走进
了江浙的富饶之乡。

近年来， 回到村里创
业、 工作的青壮年越来越
多，村里几乎没有留守儿童
和留守老人。 孩子多了，村
里还为此新建了幼儿园，多
媒体、 游乐场一应俱全。村
里还新修了小学，为的是不
让孩子们翻山越岭去上课。

问及几名归乡年轻人
的感受，他们毫不掩饰脸上
的幸福，“家门口就能赚钱，
没有交通拥堵，不用背井离
乡，满眼绿色，民风淳朴，好
些来这里游玩的城里人都
说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很
羡慕村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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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泸溪县马王溪村

对口地点

扶贫点
简介

马王溪村距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 国家3A级旅游景区浦市
镇4公里， 正在改造的国家二级
公路穿村而过。全村总面积6.18
平方公里，1722人。

乡村介绍

●坚持产业带动扶贫。精
准确定扶贫重点支持产业，支持龙
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加大贫困县域项目信
贷投放。单独下达金融扶贫信
贷计划，实施贫困地区项目审
查审批绿色通道和限时办结
制度；积极支持贫困县域基础
设施、民生等项目建设。

●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根
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确定贷款
期限、还款方式等，农作物处
于生长投入期不用还息，减轻
农户还款压力。

●搭建产销平台。通过农
业银行的电商平台“e商管家”
来帮助农户对接产品销售。

●实施普惠金融。 打造惠
农村村通工程，让村民足不出村
就能实现小额支取、转账、消费、
查询、缴费等基础金融服务。

帮扶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行

帮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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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一
条平坦宽敞的水泥大道穿村而
过。远处，一排排整齐的水果种
植大棚看不到尽头；近处，一栋
栋小洋楼或露红墙，或展碧瓦。

如今， 这个1700余人的小
村庄， 八成村民都住上了新修
的小洋楼， 人均年收入达2万
元，被誉为“湘西第一村”。很难
想象，5年前， 村民住的大多是
老旧的土木屋， 人均年收入不
到6000元。

从2010年起， 中国农业银
行湖南省分行就重点支持该村
发展， 通过精准投放信贷做活
做大优势产业， 以产业经济带
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家门口进厂打工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进厂
做事， 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下
班，家里的农活也不会耽搁，老
人和小孩都能照顾得到， 比在
大城市打工好得多。”44岁的村
民毛桂莲此前在浙江萧山一家
工厂当纺织女工，每天工作8个
小时， 工厂管吃住， 每月能赚
3000元左右。

不过，由于离家太远，毛桂
莲回家一次不容易， 更别说平
时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帮
忙做农活了。

2015年，在亲友的劝说下，
毛桂莲回到了马王溪村， 进入
了村里的鑫隆紫砂陶瓷厂工
作。干了近一年，毛桂莲乐呵呵
地告诉记者， 选择回乡就业这
条路走对了。

原来， 陶瓷厂没有硬性规
定上下班时间， 实行的是按件
计费制度，白天村民只要有空，
可以随时来上班，家里若有事，
可以随时下班忙自己的事。

“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计
算，每月的收入能有3000元，并
不比在外打工少。 何况家里的
事情都能照顾周全， 农活也不
落下，还能照顾孩子。这样一对
比， 谁还愿意跑去外地打工
呢?”毛桂莲说。

和毛桂莲一样选择留在家
门口陶瓷厂打工的村民不在少
数，不少人已年过六旬，他们因
为年龄偏大往往无法在外面找
到工作。如今，村里开办的陶瓷
厂让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颇有成
就感。

记者了解到，马王溪村现有
村民1722人，其中有1600多人都
留在村里，外出打工的很少。

银行主动贷款数百万扶持

鑫隆紫砂陶瓷厂的厂长石
泽林，也是马王溪村的村支书。
2001年， 在广东打拼了十多年
的石泽林辞掉陶瓷公司业务员
的工作， 带着积蓄回乡办起了

陶瓷厂，主要生产酒瓶。
经过几年的发展， 到2010

年，陶瓷厂虽然业务比较稳定，
但规模较小，设备落后，产能有
限。如今，这个最初仅有几十人
的小工厂已经发展成为占地
9600平方米，年产值5000万元
的乡镇龙头企业， 产品远销安
徽、浙江、东北等地，先后吸引
了约600名外出务工农民来这
里上班， 部分农民因此有了积
蓄，开始种植、养殖等创业。

“陶瓷厂能够发展到今天
的规模， 离不开农业银行的帮
助。” 说起陶瓷厂的发展史，石
泽林十分感慨。2010年， 农业银
行湘西分行的工作人员主动找
到石泽林， 称要给陶瓷厂提供上
百万的信贷，让石泽林惊讶不已。

“农业银行始终坚持为‘三
农’ 服务， 历来就有为农村企
业、 农民贷款帮助他们脱贫致
富的传统， 我们了解该村因贫
穷而外出务工人数多， 经过前
期考察， 了解到石泽林为人淳
朴，村里有免费的陶土资源，产
品有固定销路， 企业有发展潜
力，这才主动找上门。”农业银
行湘西分行副行长梁心红介
绍。 随后银行也与石泽林一起
商讨陶瓷厂的发展规划。

有了资金支持， 石泽林更
新了设备，扩大了厂房，企业迅
速实现了转型升级， 由生产低
端酒瓶走向生产中高端酒瓶。
今年， 在政府和农业银行的帮
助下， 鑫隆紫砂陶瓷厂还与湘
泉酒达成了上千万元的合作协
议。

此外， 农业银行还发放近
百万贷款支持当地的特色养殖
产业———浦市铁骨猪养殖和山
羊养殖， 帮助多名养殖户做大
做强。数据显示，农业银行近年
来先后投入750万元贷款支持
马王溪村特色产业发展。

创新金融为农业种植“输血”

从陶瓷厂出来， 走进村里
的现代生态农业种植示范基
地，此时正值草莓成熟。

这个占地上千亩的现代生
态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绵延的
大棚看不到尽头， 有草莓、葡
萄、椪柑、油茶、西瓜等作物。从
2013年开始， 村里借助紧邻浦
市古镇的区位优势， 开始发展
农业观光园。

48岁的黄晚银是村里最早
从事水果种植的农户之一，此
前， 她是鑫隆紫砂陶瓷厂的一
名工人，因丈夫身体有残疾，家
里经济条件差。于是，她用多年
打工攒下的积蓄加上银行的贷
款承包了60多亩土地进行葡萄
种植。去年，果园经营2年后，黄
晚银家里种植的葡萄有一半挂
果了， 给家里带来了10万余元
的收入，“今年要大丰收， 生活
会更好。”

针对农户农业种植的贷
款， 农业银行进行了大胆的创
新尝试———根据农作物的生长
规律、 收益周期等特点来确定
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在农作
物处于生长投入期还无法产生
效益时， 农户是不用向银行还
息的， 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农
户还款压力。 许多种植户因此
受益。

“一到周末，很多城里人都
会开车来村里采摘水果。”石泽
林说， 如今村里的观光农业已
初具规模，小有名气。

目前石泽林还将引进陶艺
馆， 并联合村里的数十名村民
一起入股筹备旅游公司， 发展
餐饮、 住宿等乡村旅游配套服
务。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熊越胜 游中宝 张晓明

金融创新成就“湘西第一村”
精准投放信贷，泸溪县马王溪村发展优势产业走上致富路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张晓男：

扶贫少不了对公路、电网
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但更重要
的是要变输血为造血。结合当
地资源优势，打造出一家甚至
几家龙头企业，以产业带领村
民脱贫才是关键。针对精准扶
贫，农行湖南省分行的做法是
选择以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民生
改善为三大切入点，以创新金
融产品和服务为主要手段，探
索商业可持续的金融精准扶
贫新模式。

扶贫者说

4月12日，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村中的鑫隆紫砂陶瓷厂吸纳了不少当地村民就业。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