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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教育(金惠工程)效果评估报告 

 

被评估县：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 

评 估 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评估小组 

 

受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委托，我评估组与 2017年 5 月 16日至

2017 年 5月 17日，对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 2014年至 2016年“农村金

融教育（金惠工程）”项目实施效果进行了核验和评估。现将评估情况

报告如下: 

一、组织架构完整，制度建设完善 

（一）领导机构健全，政府支持有力。 

为确保工作的有序开展，该县成立了“苍溪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领

导协调小组”，以及办公室。负责全县农村金融教育工作的安排部署，

并针对人员的变化，动态调整。县政府重视，拔付 6 万元专项工作经

费，为活动正常开展提供了有效的经济支撑，并在相关文件中对此项

工作开展数次批示，安排和部署。 

（二）参与主体广泛，信息沟通及时。 

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县长为组长，人行县支行行长、县金融办主任为

副组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各保险类金融机构、

农委和农业局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人行县支行，负

责具体工作。构建了“政府主导、人行牵头、金融机构参与、志愿者

服务、群众受益”的金惠工程工作机制。 

领导小组能按月召开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累计开会 3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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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制度完善。 

为明确工作目标，制定了《苍溪县农村金融教育五年规划

（2014.04-2019.04）》。同时制定了《苍溪县“金惠工程”培训工作总

体规划》、《苍溪县“金惠工程”培训工作实施方案》、《苍溪县农村金

融教育培训协调小组职责》、《苍溪县“金惠工程”志愿者管理办法(试

行)》和《苍溪县“金惠工程”志愿者表彰办法(试行)》等工作制度，

并将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情况纳入到人民银行年度综

合考核评价中。并将以上制度汇编成册，下发相关机构和人员学习。 

（四）活动组织有序，各方配合紧密 

在活动的组织中，县级领导小组负责整体规划和安排，人民银行负

责工作方案的制定，宣传手册和农户教材的编写组织和审定，各金融

机构，以及其志愿者队伍负责具体教育活动的落实和开展。宣教活动

达到了 1500 余场次 

二、培训有力，受众广泛 

（一）培训范围广，覆盖面大 

培训全面覆盖了全县 39 个乡镇和 802 个行政村，累计接受各类培

训的人数达 55.21 万人次，占全县农业人口 65.43 万的 84.38%，占全

县全部人口 77.11 万人的 71.60%。 

参训人员以农户为主，但涵盖社会多个阶层，其中农户 497695 人

次，占比 90.14%，金融从业人民 23519 人次，占比 4.26%，县乡镇干

部 3547人次，占比 0.64%，村组干部 4015人次，占比 0.73%，学生 23358

人次，占比 4.23%。 

（二）活动方式多样，与其他活动融合度高。 

结合县域农村实际，以集中面授、送金融知识进农户、进校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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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进小微企业和分发《苍溪县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手册》等方式进

行。并充分利用农村赶集、重要传统节日之机，组织开展活动。还通

过将宣教活动与金融管理部门专项宣传工作结合、与脱贫帮扶工作相

结合的模式，开展活动。 

（三）创新教育方式，扩大受训面。 

充分借助电视、地方网络和手机短信等多媒体平台的作用，深入开

展“金惠工程”宣传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丰富了宣教手段，使受众

面得到了快速的提高。 

    三、队伍稳定，管理规范 

（一）队伍结构丰富，覆盖专业机构广。 

该县志愿者队伍，以县人行、金融办、农行、邮政储蓄银行、农商

行、村镇银行的 6 名业务精英为一级志愿者。在此基础上吸纳了辖内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各保险类金融机构，以及县级多

个涉农部门和乡镇村组干部 49名进入二级志愿者队伍。 

（二）管训两手抓,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管理到位。制定了《苍溪县“金惠工程”志愿者管理办法(试

行)》和《苍溪县“金惠工程”志愿者表彰办法(试行)》等工作制度，

通过制度明确职责，规范志愿者工作和行为，并通过激励机制的建设，

激励和鞭策志愿提升工作能力，树立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 

二是注重队伍技能培训。采取了由一级志愿者对二级志愿者进行培

训，二级志愿者对村组干部、大学生村官、金融服务联络员和助农服

务取款点负责人等进行集中培训，然后村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和金融

服务联络员就近对农户培训的分级培训方式，不定期对金惠工程志愿

者开展志愿者精神、沟通能力、宣传技巧和金融知识等专题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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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志愿服务能力和意识。 

三是严格制度执行，保持队伍的纯净和稳定。三年中调整了 10 名

因岗位发生变化无法继续履行金融知识教育义务的志愿者，劝退了 5

名缺乏志愿服务精神的志愿者，确保了志愿者队伍的纯净性和相对稳

定。 

（三）队伍服务意识增强，优秀人员不断涌现 

三年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培训，队伍整体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所

有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间达到了 4845 小时，年均服务 1614 小时。经考

核评定后，受表彰优秀志愿者达到了 36人。 

（四）扩大队伍吸纳面，创新队伍人员结构 

将二级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对象从金融从业人员，扩大到涉农政府部

门工作人员，并成功将此类人员培养成了合格的二级志愿者，为二级

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提供新的人力资源支持，探索出了一条队伍

发展的新路子，在壮大志愿者队伍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农村金融教

育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四、支农力度全面提升，创新探索开始启动 

（一）农户贷款和涉农贷款增长较快 

“金惠工程”项目实施后，贷款对县域经济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

截止 2016 年 12 月，全县各项贷款余额为 109.60 亿元，较 2013 年末

增长 43.39亿元，增幅为 65.53%；涉农贷款 67.99 亿元，较 2013年末

增长 28.27亿元，增幅 71.17%，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的 62.03%；

农户贷款余额 31.06 亿元，较 2013 年增加 11.96亿元，增幅 38.51%。 

（二）积极开展担保方式创新和特色产业信贷产品创新 

一是以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为担保方式，创新“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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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并发放 105万元； 

二是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发放 2.3 万亩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 884 笔 2.42亿元。 

三是结合特色产业发展，针对不同的特色产业，开办了“猕果农贷”、

“肉牛贷”、“乐业贷”、“农村创业贷”、“惠农贷”、“安居贷”等系列

特色产业信贷产品，累计发放贷款 6964万元。 

（三）丰富助农取款点功能，开创金融服务进村新模式 

将人民银行原有的“银行卡助农取款点”，加载了存款、转账、生

活缴费、贷款受理和金融咨询等功能，建成了 1509 个金融扶贫综合服

务站（点），实现了老百姓足不出村享受存、取款、贷款受理、代缴水

电通讯费等金融服务，使农村偏远地方群众真正享受到了普惠金融服

务，缩小了金融服务的城乡差距。 

（四）典型案例。 

案例一：土地流转贷款圆了老冯致富梦 

冯明武，男，现年 50 岁，家住五龙镇双树村二组，系五龙镇政府

2015年评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0 年，怀揣致富梦想的他告别家乡，带着妻子踏上了南下的列

车，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务工队伍。凭着勤劳、聪慧和勇毅，他收获了

人生的第一笔财富，正当他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噩梦却无情

地袭击了他。2011 年 10 月，他在操控机床时被压断左小臂，导致终身

残疾。 

带着残缺的左手，冯明武回到了家乡。在刚回到家乡的几个月时

间里，他除了要忍受残疾带来的心痛之外，还要思索未来的发展之路。

像自己这样的残疾人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冥思苦想间，他想到了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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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先进的循环农业经济理念和精细的田间管理理念，并让他萌发了创

业的念头。 

他决定投资猕猴桃种植。创业需要大量资金，2012 年，他拿出全

部务工积蓄和残疾赔付金，并从亲戚朋友处东拼西凑借得一些资金，

但还有 5 万元的资金缺口。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金惠工程二级志愿

者农商银行五龙支行客户经理杨天职出现在他面前，及时为他评级授

信，向其发放农户贷款 5 万元。攒足了启动资金之后，冯明武种植了

20 亩猕猴桃。2014 年，眼看猕猴桃就要进入丰产期，却患上了溃疡病，

不得不将 2000株猕猴桃一一根除。“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坚韧的冯明武决定重整旗鼓。2015 年，我们的金惠工程志愿者及时跟

进，再次联系农商银行五龙支行为其发放土地流转贷款 10万元，帮助

他增扩改建猕猴桃园、建设生猪养殖圈舍。2016 年初，农商银行五龙

支行采取“扶贫再贷款+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为他提供

了年利率 4.35，共计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为了表达自己的创业决心，

冯明武主动申请购买了贷安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并将受益人指定为

五龙支行，同时当着杨天职的面说：“我活着用创业收入和诚信归还贷

款，如果有什么不测，就用保险归还贷款。总之，你们支持了我，我

决不给你们增添任何麻烦”。自此，冯明武的猕猴桃园由原来的 20 亩

变为 80 亩，并命名为“自强农场”。他家养殖的 100 多头生猪全部出

栏，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 

冯明武坚韧自强而获得成功被人们看在眼里，激励着更多贫困户

走上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道路。双树村 20多户贫困户主动将土地流转

给冯明武，在“自强农场”务工，于 2016年底脱贫。五龙镇周边的龙

王、三川、永宁、白鹤等乡镇贫困户受冯明武影响，纷纷发展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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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增收 3000余元。 

案例二：金惠工程输营养 狮岭绽放幸福花 

苍溪县云峰镇狮岭村位于苍溪县城东 9公里，全村辖 9个组 337户 1246

人，地域面积 3.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382 亩。生态环境好，风景优美，

有着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自然条件，但由于群众缺少发展旅游的启动资金，

从而守着“金山”，过苦日子。 

我县金惠工程志愿者在该村开展金融教育活动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积

极与村委协商，制定了金融支持该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方案。2016年，我们

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为狮岭村融资突破口，积极发展“文（腰

鼓文艺）花（梨花）果（雪梨）娱（农家乐）”乡村生态观光游。并邀请苍

溪农商银行对该村 337 户农户进行了全部评级授信，授信总额 1850 万元，

并及时发放贷款 611万元。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项目为载体，

为 10家 2星级农村乐上规模档次进行贷款支持。其中，张元松户以承包土

地的 5.36亩经营权申贷贷款 15万元，发放农户信用贷款 10万元、农村承

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 5万元，用于雪梨产业和农家乐发展，种植雪梨

2.36亩，农家乐年接待游客 1100余人次，2016年实现收入 10万元。通过

典型示范带动，全村共建观光步行道 3.3公里，水网、路网、渠网配套，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建生态观光雪梨示范产业园 8个，雪梨种植面积扩大

到 800余亩，年销售雪梨 450吨，产值达 90万元，解决本村劳动力 80余

人日常务工;培育 2星级以上农家乐 15家。2016 年，该村实现人均增收 1550

元，人均纯收入达到 9500元以上。现该村被列为四川省旅游休闲型特色小

镇。并先后被评为“全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全

国 AA旅游景区”、“全省小康环保行动计划试点村”和“省级园林式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