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北纬 46 度黄金奶源带的兴

安盟，农牧资源得天独厚，水质、土壤、

空气十分优良，牧草资源丰富，适宜奶

牛养殖业发展。

走进科右前旗爱养牧农牧业专业

合作社挤奶大厅，只见一头头奶牛有

序接受着自动化挤奶，牛奶从奶牛身

上顺着封闭管道，输送至奶罐间，经储

存冷却后再流入奶罐车。

“目前，合作社奶牛存栏 1300 头，

奶牛品种以澳大利亚的荷斯坦奶牛为

主，从 2020 年开始实现了产奶运营，

现日产有机原奶 13 吨，日销售额约 6

万元，带动周边地区青贮种植 650 亩，

促进就业 24 人。”企业负责人邱锦卉

介绍说，“今年政府和银行陆续出台务

实高效的奶业扶持政策，这不仅让我

们养牛的有了本钱，也让我们养好牛、

卖好奶有了信心和底气。”

据 悉 ，科 右 前 旗 爱 养 牧 农 牧 业

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8 年，占地面

积 70000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约 5,750

万 元 ，配 备 了 先 进 的 自 动 化 挤 奶 设

备、智能化奶牛饲养设施，厂区配套

设 施 建 设 完 善 ，带 动 与 拉 动 周 边 经

济发展。

9 月下旬，科右前旗信用联社与蒙

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奶业振兴合作协议，为蒙牛上游奶源

供应商科右前旗爱养牧农牧业专业合

作社发放“金牛乳源贷”700 万元，用

于满足企业购进奶牛、储备青贮资金

需求。为有效防范风险点，该联社将

借款企业 500 头成年的奶牛作为活体

抵押，再将蒙牛公司所发放的奶资款

账户开立在营业部，每月以奶资款偿

还该笔贷款本息。这一务实举措，不

仅为标准化奶牛养殖项目建设按下

“快进键”，也助推了兴安盟奶业发展

步伐。

近年来，科右前旗信用联社积极

主动承担起金融精准服务奶业振兴的

使命，用好金融支持政策，降低融资门

槛，提高融资速度，为当地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胡日查 高敏娜）

700 万元“金牛乳源贷”
为奶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金牛乳源贷”入户调查。

“救灾惠农贷”现场调查。

信贷员入户调查
牛产业贷款需求。

沙果丰收。 甜菜丰收。

隆冬时节，兴安盟科右前旗金马鞍
景区驯马师傅专注于训练一丝不苟。景
区负责人布仁塞汉说，连续两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景区发展面临资金短缺
问题，运营十分艰难。2021 年初他与科
右前旗信用联社签订了 200 万元的贷款
合同，成为该信用联社发放的首笔“文旅
贷”受益者。

“这笔钱解决了大问题，让我有资金
建木栈道和景区基地，这样游客们就能
在木栈道上近距离看草原，既保护了草
场，又满足了游客的需求。”布仁塞汉说，
金马鞍景区位于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
木，杭盖草原和九曲乌兰河相映成景，再
加上景区的马术表演、民俗体验等，集观
光游览于一体，早已成为科右前旗草原
游的一张名片，这笔资金的到来能够不
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让景区以更
加完美的形象向游客如期开放。

金马鞍景区在发展产业中遇到的难
题同样也存在于科右前旗其他发展旅游
产业的村庄。对于俄体镇齐心村党支部
书记贾立国来说，作为一村当家人，如何
带领老百姓发展产业，如何将家门口优
质生态资源变成金山银山，是目前实现
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最大难题。齐心村三
面环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70%以上，一路
飘香的林果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实惠，想
要将“致富树”变成“摇钱树”，“文旅贷”
无疑给村庄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曙光。

“我们村想要发展旅游业的想法都
两年了，却一直走不出缺乏资金的困局，
现 在 有 了‘ 文 旅 贷 ’，一 切 都 水 到 渠 成
了。村口的林果、村后的库区、村里的野
味，咱们有最抢眼的生态，一定会火出

‘圈’。”准备好申请材料的贾立国用当下
最时髦的话描绘着村庄的未来，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

“像齐心村贾书记这样想发展旅游
产业的，我们信用联社最高可贷款 100
万元，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助力他们村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科右前旗信用联
社理事长冯明辉说。

2021 年初，科右前旗信用联社按照
旗委、政府提出的做大旅游产业、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极”发展目标，特别推出了
一款文旅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专为支持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面向科右前
旗地区从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中小
微文化旅游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自然
人发放，涉及全旗境内的景区景点、乡村
旅游点、民宿、网红店、农家乐、牧家乐、
特色采摘园等。该信贷产品授信期限为
3 年，采用“一次核定、三年有效、随用随
贷、额度控制、循环使用”的管理方式，旨
在破解文旅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的问题，持续深化金融加文旅的探索，打

造金融文旅生态圈。
“未来 5 年，科右前旗信用联社将会

有 4000 万元‘文旅贷’流向文旅产业，必
将对科右前旗全域、全季、全民、全业态、
全要素旅游注入金融‘活’水，把旅游元
素融合在民居建设、基础建设、生态建设
等工作中，让旅游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共
享。”科右前旗委书记孙书涛说，科右前
旗将通过“旅游+”发展模式，打造园林县
城、生态乡村等一大批特色旅游城乡，做
强果汁、糖、奶制品等食品加工业和风电
等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展翼家庭农场、

“红巴乡·绿庭院”等农业综合基地，发展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新形态，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改善生态
环境，全力推进旅游生态化，促进旅游产
业全域辐射带动，不断推进产业的大融
合、大发展，实现“小旅游”向“大旅游”转
变。 （胡日查 高敏娜 时秀霞）

“文旅贷”成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引擎

近年来，兴安盟科右前旗信用联社坚
决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盟委、行署“两米两牛”发展战略和自治
区联社支持农牧业产业化工作要求，紧紧
围绕金融与农牧业融合发展服务乡村振兴
总体要求，着力创新信贷产品，积极拓展服
务内容，不断强化服务质效，持续加大金融
供给，努力为科右前旗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插上农信翅膀。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科
右前旗信用联社投放“两牛”贷款余额
36823 万元，惠及辖内农牧户数 2658 户，
专业合作社11户，中小微企业12家。

创新抵押模式，推出“牛”产品。为
着力破解养殖户融资难题，让畜禽活体

作为养殖户的主要动产，实现其抵押功
能，让活体资产真正“活”起来，科右前旗
信用联社积极探索新业务模式，创新推
出了“活体抵押贷款”产品，依托人民银
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对具备活
体畜禽进行抵押登记，并要求抵押的活
体畜禽投保进行风险防范，用已投保的
牲畜作为抵（质）押担保。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累计投放活体牲畜抵押贷款
1609 笔，金额 19451 万元。

开展政银对接，提供“牛”服务。科
右前旗信用联社积极对接科右前旗农科
局，签署《金融支持肉牛养殖发展行动计
划合作协议》，科右前旗信用联社、农科

局双方联合入户调查，通过活体肉牛抵
（质）押方式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养殖户最
高授信 10 万元贷款支持，竭尽全力支持
肉牛产业发展。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
与农科局合作发放支持肉牛养殖贷款 98
户，金额 1103 万元。

突出龙头带动，支持“牛”企业。为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推动
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科右前旗信用
联社由以“产品为中心”向“客户为中心”
转变，充分运用政金企合作模式，完善风
险共担机制，主动对接旗内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与其建立融洽的信贷关系，拓
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企业做

大做强。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支持专
业合作社 11 户，金额 4204.48 万元；支持
公司类客户 12 家，金额 12329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搭建好政银合作平
台，用好‘活体牲畜抵（质）押’模式，深入
推进辖内‘整村授信’工作，持续加强金
融支持奶业振兴工作力度，切实将普惠
金融政策延伸到千家万户。”科右前旗信
用联社理事长冯明辉说，加大牛产业资
金投放力度和速度，在原贷款产品加权
利率的基础上下浮贷款利率，为“牛产
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优质高
效的服务，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
基础。 （胡日查 高敏娜）

创新抵押模式让产业“牛”起来

为深入推动“党建+金融”双基联动
工作机制，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活力，有
效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
求，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12月 4日，
兴安盟科右前旗信用联社在“党建引领

‘双基’联动 巩固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

振兴”动员部署会议上，聘任全旗 228 个
行政村书记挂职各乡镇信用社主任助理，
为乡村振兴“引水”“施肥”。

“采取‘党建+金融’双基联动的工作
模式，通过组织共融、队伍共建、资源共
享、服务共抓、难题共解的方式，把党建

和金融力量紧密结合，真正把利民惠民
的政策运用到实处，努力为广大群众提
供更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科右
前旗信用联社理事长冯明辉表示，将充
分发挥“双基”联动工作机制效用，疏通
金融服务中的瘀点、痛点和盲点，强化政

银联动，形成政银合力，释放“1+1 大于
2”的聚合效应，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更好地满足农牧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的金融需求，为乡村振兴“引水”“施
肥”。 （胡日查 高敏娜）

“党建+金融”为乡村振兴“引水”“施肥”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实现脱贫
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平稳过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和国
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兴安盟科右前旗信用联社，主动担当作为，创
新信贷产品，深度谋划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
有效路径，量身打造推出了“天使贷”“园丁
贷”“人民卫士贷”“拥军贷”“党员先锋贷”“救
灾惠农贷”“融仓贷”“金牛乳源贷”“文旅贷”
等信贷产品，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和丰富
多元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类客户融资需求，源
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新动能。

科右前旗信用联社先后推出“天使贷”
“园丁贷”“人民卫士贷”“拥军贷”，向最光荣
的职业致敬。截至 11 月末，累计发放“天使
贷”117 户，金额 3423.84 万元；累计发放“园
丁贷”380 户，金额 7342.70 万元；累计发放

“人民卫士贷”133 户，金额 4609.47 万元；累
计发放“拥军贷”91 户，金额 1628.82 万元。

为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助力党
员当好创业先锋兵和致富领路人，科右前旗
信用联社推出“党员先锋贷”。截至 11 月
末，累计发放 44 户，金额 1019.77 万元。

“救灾惠农贷”，解决燃眉之急。7 月份，
阿力得尔苏木、大石寨镇等地遭受冰雹灾
害，农作物受损严重。面对灾情，科右前旗
信用联社第一时间推出“救灾惠农贷”，设立
首期 1,000 万元专项纾困资金，切实满足受
灾群众的应急救灾及灾后重建贷款需求。

针对物流贸易企业、屠宰加工企业融资
困难，无法提供足值的不动产抵押情况，科右
前旗信用联社主动拓宽信贷渠道，推出了“融
仓贷”系列粮食类、屠宰类、加工类信贷产品，
该信贷产品是以流通中的存货、库存商品作
为质押物，已投放“融仓贷”贷款 3 笔，授信金
额2200万元，已用信2150万元。

以“产品定制”护航产业振兴。科右前
旗信用联社推出“金牛乳源贷”，助力“两米
两牛”产业发展壮大。2021 年 9 月，科右前
旗信用联社与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奶业振兴合作协议》，为蒙牛上
游奶源供应商科右前旗爱养牧农牧业专业
合作社发放“金牛乳源贷”700 万元，用于满
足购进奶牛、储备青贮资金需求，该笔贷款
采 取 保 本 微 利 的 原 则 ，三 年 期 利 率 仅 为
6.5%，并利用奶款结算账户按月等额本息还
款。

创 新 推 出“ 文 旅 贷 ”，助 力 文 旅 产 业 。
2021 年 11 月，科右前旗信用联社依托地区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对具备主体条件的从
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中小微文化旅游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自然人，发放用于支持
科右前旗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
专属特色信贷产品——“文旅贷”，破解文旅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促进科
右前旗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胡日查 高敏娜）

多元金融产品
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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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杨家嘎查农
民朱明有的养殖场内，上百头肥硕的西门塔
尔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全自动的喂水装
置、干净整齐的牛舍、满院溜达的小牛犊，处
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据朱明有介绍，他在 2020 年看中了牛产
业的发展势头，并决心养牛，但手头资金一直
不充裕，在村里听说信用社有“富民一卡通”
贷款，便向阿力得尔信用社申请了贷款，信贷
员第一时间来到养殖场，现场放贷，解决了他
资金短缺的难题。

如今，不到一年的时间，朱明有从 100 头
牛已经发展到 140 头，牛舍也扩大到了将近
2000 平方米。“我今年也是如期地把贷款还上
了，明年打算再用，继续发展肉牛养殖业，把
收入再提高一些。”朱明有说。

同样利用信用社“富民一卡通”贷款发展
产业的还有光明嘎查牧鑫园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张廷全。年初春耕，张廷全想扩大合作社
规模，但购买种子农药、流转土地都需要用
钱，这可愁坏了他。阿力得尔信用社的信贷
员听说了张廷全的情况，主动与他联络，询问
贷款需求，经考察审核之后，成功放贷 60 万
元，解决了张廷全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富民一卡通”贷款业务采取“一
次核定、随用随贷、额度控制、循环使用”的管
理方式，授信期限为三年，授信期内可随时还
款，单笔最长用款期限为一年，每满一年全额
还清贷款一次，当日可继续使用，极大地方便
了群众用款需求。

今年，科右前旗信用联社从群众需求出
发，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稳步提高重点领域信
贷支持力度。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各项贷款
余额 428189.57 万元，较年初增加 96292.73 万
元，增幅 29.01%。惠及辖内农牧户 24779 户、
个体工商户1823户、小微企业256户。

（胡日查 高敏娜 刘春城 吴富强）

金融“贷”动
美好生活

（本版图片由科右前旗信用联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