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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园

区带动“三零”、股份合作“一地

生四金”、生态扶贫“一林生四

财”……如今，这些产业扶贫模

式对承德贫困县的农户来说早

已耳熟能详，并已在全国或全省

复制推广。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关键是要找准路子。近年来，承

德市结合具体实际，狠下“绣花”

功夫，精准“滴灌”贫困户，先后探

索创新出多种扶贫新模式、新路

径，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政银企户保”
破解资金瓶颈

今年59岁的庞瑞，是隆化

县七家镇南营子村人，以前一家

4口人住在几间破旧的老屋里，

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他做

梦都在想有脱贫致富的一天。

“2016年3月份，通过县里

出台的‘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

贷款模式，拿到5万块钱贷款

后，我马上在自家6亩地里建起

了6个蔬菜大棚。第一茬种的

是西瓜，结果赔了5000多块钱，

我没灰心。7月份，开始种角

瓜，3个月后，不仅填平了亏空，

还挣了3万多块钱。2017年，

我将蔬菜大棚增加到22个，种

的都是产量高、收益比较稳定的

角瓜。一年下来，挣了8万块钱

左右。”靠蔬菜大棚过上好日子

的庞瑞，脸上写满自豪。

像庞瑞一样的贫困群众，在

就业创业中普遍存在缺资金、缺

技术、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城

乡二元结构下，农业的相对“弱

势性”造成银行对农业及贫困户

的放贷信心不足，加之农村土

地、林地、设备等实物还不具有

完全意义上的抵押权，使银行处

于“欲借还怕”的状态。承德创

新实施“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

模式，建立政府、银行、企业、贫

困户和保险机构五位一体的联

结机制，着力打通金融扶贫“绿

色通道”。

依靠“政府搭台增信、银行

降槛降息、企业农户承贷、保险

兜底保证”的“政银企户保”扶贫

贷款模式，像庞瑞这样缺少担保

人和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的贫困户，也能轻松获得创业贷

款了。

“政银企户保”的贷款对象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业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养

殖大户。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

财政杠杆撬动、保险兜底保证、

银行1∶10放大贷款金额。政府

为农户缴纳政策性保险，引入保

险公司参与。如果贷款户因意

外原因逾期不还，保险公司代偿

80%的贷款本息，政府承担

10%，银行最多承担10%，降低

了各方风险。

2016 年 5 月底，《河北省

“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实施意

见》印发，标志着“政银企户保”

金融扶贫模式在全省推开，而这

一模式的发源地就是隆化县。

目前，承德全市8个县全部搭建

了“政银企户保”金融平台。截

至2017年底，全市累计“政银企

户保”发放贷款65.29亿元，撬

动社会资金209亿元，带动11.9

万贫困户稳定脱贫。

“三零”模式
农民家门口把钱赚

4月21日下午，平泉市卧龙

镇瓦房店村村民孟庆儒与儿子

孟凡春，正在蘑菇大棚内边采摘

花菇边查看长势。

2016年时，孟庆儒一家三

代人有三个光棍，以种玉米为

生，日子穷得叮当响。承德永金

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

万平说：“2016 年，公司通过

‘政银企户保’带动贫困户 78

户，孟庆儒是其中一户。当时

做工作让他包菇棚，他不敢，怕

有风险。（下转第二版）

——精准脱贫攻坚看承德（二）
□记者 吴新光 杨金文 镡立勇

创新扶贫模式 精准“滴灌”贫困户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记者一线行

“一年涨、一年平、一年跌”，

生猪行业呈现周期性波动，被称

为“猪周期”。今年以来，我省猪

肉价格“跌跌不休”，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新一轮的猪价下滑？“猪

周期”暗含了哪些价格和市场的

规律，如何破解涨跌怪圈？记者

就此深入市场、肉联企业、养殖

户及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采访。

“店里所有猪肉价格都是

12元1斤，越来越便宜了，现在

吃猪肉很划算。”5月20日下午，

在石家庄市城角街的千喜鹤冷

鲜肉店里，家住容园小区的王大

姐告诉记者，猪肉价格比年初每

斤大约降了4元钱。

5月21日，记者走访石家庄

市部分超市、农贸市场时了解到，

今年以来，作为市民“菜篮子”主

要角色，猪肉的价格持续“跳水”，

零售有的每斤甚至卖到8元钱。

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

调查数据也显示，4月份我省

CPI环比下降0.5%，猪肉价格下

降成为CPI下降的主因之一。4

月份猪肉价格环比下降9.9%，

拉动总水平下降 0.17 个百分

点，环比已连续3个月下降。

有人欢喜有人愁。猪肉价

格关乎生猪养殖户的“钱袋子”，

价高了消费者增加负担，价低了

养猪户“伤不起”，这一直是作为

经济现象的“猪周期”挥之不去

的主题。

“去年一头猪可以赚二三百

元，行情最好的2016年每头猪

的收益更是超过了800元。而

如今生猪养殖已经跌破成本线，

饲料费、防疫费用以及管理、人

工费加起来，养殖成本每斤在

6.2元左右，这样算下来，现在出

栏一头猪亏损300元。不卖又

不行，继续饲养成本不断增加，

还有可能亏得更多。”面对当前

的市场行情，玉田县的一位养殖

户表示无计可施，只能等待。

据省价格监测中心监测，从

1月中旬起，我省生猪价格一路

狂跌。1-4月份生猪平均价格

每斤 5.8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0%，猪肉每斤12.06元，比去

年同期下降14.6%。

目前，全省猪粮比价由年初

的8.59∶1跌至 5.32∶1，处于价

格轻度下跌的蓝色预警区域（猪

粮比价在 5.5∶1－5∶1之间）。

猪粮比价已跌破盈亏平衡点，大

部分养殖户和养殖企业已经开

始亏损。

省价格监测中心帅丽华分

析认为，此次生猪价格下跌，主

要原因是全国生猪养殖“北移西

进”和环保整改，在淘汰小养殖户

的同时，我省大中型养殖企业增

多，增加了市场供给。同时，今年

春节前生猪价格下降，部分养殖

企业压栏惜售，（下转第二版）

探析“猪周期”之产业篇——

肉价“跳水”生猪行业再陷涨跌怪圈
□记者 张秀娟

本报讯（记者周亚彬）5月21日，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

到，今年1-4月，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

势，增加值同比增长12.5%，比一季度快0.1个百分点，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5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18.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

11.6%。

在7大领域（环保产业、高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

源、电子信息、新材料、航空航天）中，有5个领域增长超过全

省平均水平，其中航空航天领域增长最快，达61.1%，高于全

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48.6个百分点；高端技术

装备制造领域增加值占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40.9%，占比

最高；在有生产活动的167个行业中，有104个行业增加值

实现了增长，65个行业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1-4月我省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2.5%

5月18日，重装开业的双鸽·奥开连锁（石家庄胜南店）完全打破了人们对鲜肉店的印象。鲜肉

让出主位，取而代之的是熟食展示柜、“台湾卤肉饭”料理台以及新鲜水果销售架。 记者 张青果 摄

本报讯（记者祝雪娟 孙泽恒）经过

5天高效、有序的高端论坛、对接洽谈、

贸易展览、投资推介、项目签约等活动，

2018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于5月21日下午落下帷幕。

本届经洽会紧紧围绕战略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超前开展项目谋

划推介、推动对接洽谈，对内对外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全省签定协议270个。

其中利用外资项目协议51个，同比增长

21.4%；协议利用外资57.29亿美元，同

比增长25.1%；利用内资项目协议219

个，同比增长28.1%；协议利用省外资金

3312.1亿元，同比增长16.7%。

在5月18日举行的全省重点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上，集中签约协议 54

个。其中省政府与央企协议7个、知名

民企框架协议7个；利用外资项目协议

17个，协议利用外资23.7亿美元；利用

内资项目协议30个，协议利用省外资

金987.6亿元。

今年5·18经洽会的签约项目呈现

四个特点：产业转型结构升级趋势明

显。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等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协议107个，协议

利用内资和外资折合 998 亿元，占

27.2%。现代物流、康养、文化旅游等现

代服务业项目协议74个，协议利用内资

和外资折合1734亿元，占47.2%；协同

发展效应凸显。我省积极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大与

北京产业项目合作，共签约项目协议

125个，占利用内资项目协议的57.1%，

总投资和协议利用省外资金占比均超

过60%。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成为客

商投资的热点，保定和廊坊共有86个项

目签约，占协议总数的31.9%，总投资约

1506 亿元，占 33%，均居全省各市前

列；冰雪产业对外合作峥嵘初现。我省

紧紧抓住冬奥会筹办等历史机遇，打冰

雪牌，大力开展冰雪招商，张家口市共签约冰雪装备及相关

产业项目7个，协议利用内资、外资约246亿元，占全省的

6.7%；央企与我省合作势头强劲，共签约框架协议5个，项

目合作协议9个，占协议个数的16.7%。9个项目协议总投

资368.7亿元，占总数的8%，央企协议投资318.5亿元，占全

省总数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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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近 1.4 公里的万吨
列车首度亮相京津冀

本报讯（记者刘潇 通讯员李溢春）5月20日8点18分，

随着71320次长近1.4公里万吨列车缓缓驶入并停靠丰润

西站，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机务段首次担

当牵引值乘任务的唐呼线（唐山—呼和浩特）滦平东至曹妃

甸西间万吨列车正式开行。

列车全程运行289.6公里，运行时间约为270余分钟，沿

途跨越或穿越京哈、京山和津秦高铁等铁路线路。一列万吨

列车合计由105节车厢组成，长度近1.4公里，总重1.0518

万吨，按图定20对开满计算，每天合计运输煤炭达21.0360

万吨。仅此一项，铁路部门就相当于每天在京津冀区域内

缓解3506辆重载卡车对道路交通和空气污染的影响。

据介绍，滦平东站至曹妃甸西站区间线路坡道坡度最

大为12‰，坡度超过6‰的坡道有48处，超过10‰的坡道

有5处，也就是说万吨列车从北向南是“一路下坡”，对列车

制动和驾驶提出了新的考验。对此，唐山机务段择优选择、

加强培训，按照“双司机＋副司机”模式，由189名司机组成

了63班万吨列车司机队伍。同时，由于列车的制动距离长、

对钢轨冲击力和磨损较严重，为确保安全，唐山工务段、唐

山电务段已经对运行径路上的所有道岔进行了检修，并依

靠先进的微机监测和轨道探伤仪器，随时掌握线路设备运

行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