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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 “银团合作冶 摇 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青年是农村创业者中最活跃的力量, 融资难是农村青年创业

最普遍的困难。 为此, 2010 年, 共青团中央、 中国银保监会总结

此前开展的选派金融机构优秀青年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的经验,

实施 “银团合作冶 工作项目, 旨在进一步发挥共青团的组织、

信息优势和金融机构的资源、 专业优势, 引导金融资源下沉, 服

务青年成长发展, 引领青年建功新时代。 该项目实施 9 年来, 金

融系统累计选派 8400 余人次优秀青年干部赴基层团组织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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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 2019 年实现了对未脱贫国定贫困县派出挂职全覆盖。

挂职对象从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选派, 发展到保险、 证券、 信

托、 财务公司等多类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挂职方式也由挂职干部

“单兵作战冶 扩展到金融机构整体 “集团作战冶。 通过掌握信息、

协调资源、 内引外联、 对接服务, “银团合作冶 工作促进大量金

融资源、 金融服务通过团组织输送到基层一线。 近年来, “银团

合作冶 积极融入基层共青团改革大潮, 坚持面向基层普通青年,

设计开展了不少特色鲜明、 青年欢迎的服务项目, 将服务大局与

服务青年有效结合, 进一步密切了团与青年的联系, 强化了基层

青年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 凝聚力。

一、 参与防范化解农村金融风险, 推动营造良好农村金融

生态

为提升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 银保监会系

统和共青团组织不断加强部门联动, 依托银行保险机构和共青团

网络阵地点多面广、 专业人才多的优势, 通过报刊、 电视、 电

台、 微信公众号、 宣传手册等渠道, 通过组织拍摄农村题材防范

非法集资公益广告等形式, 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针对返乡创业青年、 进城务工青年等容易受非法金融活动侵害群

体, 各地团组织、 金融系统在全国举办农村金融宣传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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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万余场, 发放非法金融风险警示、 有关典型案例等宣传资料

620 万件, 引导使用正规惠农金融产品, 倡导发现承诺高回报的

理财产品、 投资公司后互相提醒、 积极举报, 促进农村居民形成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的理念, 坚决遏制非法金融活动向农村地区

蔓延。 其中, 贵州、 新疆结合部分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实际情

况, 配备少数民族宣传员, 开展双语金融知识普及; 辽宁组织青

年志愿者团队深入农村基层, 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二、 助力精准脱贫, 服务乡村振兴

助力精准脱贫、 服务乡村振兴是 “银团合作冶 的重要目标

和主要着力点。 一是通过合作机制, 金融系统主动对接支持团中

央扶持 10 万名有志青年扎根农村创业工作, 大力推动扶持青年

创业 “百千万冶 工程, 加大对创业青年的信贷支持和贴息补助。

截至 2018 年末, 为 13. 6 万名创业青年提供信贷支持, 发放青年

创业小额贷款 127 亿元, 帮扶 25 万名贫困人口创业脱贫, 为贫

困户发放扶贫贷款、 提供创业贷款累计达到 133 亿元。 二是通过

合作机制, 银保监会系统和共青团组织在定点联系的贫困乡镇设

立青年创业金融服务站, 为创业青年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配备金

融服务联络员。 截至 2018 年末, 已为全国 1388 个区县 (包括

433 个国家级贫困县) 的 131 万名农村青年建立了电子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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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合作机制, 创新推出 “银团合作冶 专属金融扶贫产品。

其中, 福建银保监局联合团省委、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在晋江试点

青年创业创新板, 推动 100 家 “银团合作冶 扶持企业挂牌上板。

海南银保监局和团省委持续推进 “银团合作冶 示范基地建设,

引导农信社采取一村一策、 一户一策的方式, 推出 “一小一通冶

福贷产品, 真正让金融活水浇灌穷根, 截至 2018 年末累计为

1069 个贫困户发放 2242 万元扶持贷款。

三、 围绕打好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绿色发展

聚焦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一方面, 大力发挥青年志愿者协会、 青年志愿者联盟等社会组织

作用, 向农村地区普及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另一方面, 组织引导

金融机构积极搭建绿色金融研发平台, 助力贫困地区走好乡村绿

色发展之路, 激励农村企业、 创业青年增强环保意识、 发展绿色

产业, 推进绿色项目与绿色金融资源有效对接。 比如, 在湖南南

县参与 “银团合作冶 的干部了解到当地稻虾种养生态产业快速

发展对于资金需求越来越强烈的情况后,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金

融机构, 量身定制了 “稻虾共生惠农贷款冶, 助力企业生态养殖

提质升级, 2018 年累计发放 417 笔共计 6800 万元贷款, 信贷支

持基本覆盖所有养殖大户, 促进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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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产增收。

四、 担当社会责任, 开展公益行动

志愿公益行动是 “银团合作冶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金融

青年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通过合作机制, 各金融机构和团

组织针对农村留守儿童、 贫困家庭青少年等困难青少年群体成长

需求, 组织引导各类金融公益资源向扶危济困、 扶弱助残领域集

中。 同时, 广泛发挥团组织和金融系统的组织优势、 网络优势,

加强与社会公益组织、 社工组织合作, 做好 “银团合作冶 地区

“助学行动冶。 例如, 四川银保监局与团省委共同设立 “四川银

行业扶贫慈善专项基金冶, 开展贫困大学生助学 “希望工程冶,

动员全省银行业系统捐资 1000 余万元, 每年资助 400 余名贫困

地区大学新生, 为他们完成学业提供资助。 面对 2018 年 8 月山

东潍坊寿光的突发洪水灾害, 农业银行挂职干部组建 “青年救灾

突击队冶, 连续 8 天奋战在工作第一线, 协助在第一时间发放免

息帮扶贷款 6800 多万元。

五、 促进金融人才培养, 帮助基层干部成长

通过 “银团合作冶 机制, 各金融机构把政治强、 业务精、

具有一定群众工作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的青年选送到扶贫一线。

他们摒弃临时观念、 “镀金冶 思想, 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 带着

—5—



使命, 扑下身子、 扎根基层, 做好农村经济和金融工作, 努力在

实践中锻炼成才。 “银团合作冶 鼓励挂职干部结合自身所长、 帮

助基层干部提升金融知识水平, 并提供了贫困县干部到金融机构

交流挂职的渠道。 2013 年以来, 参与 “银团合作冶 的全国 23 家

金融机构共培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 创业致富带头人、 专业技术

人员等共计 8. 9 万人, 为当地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懂金融、 懂经济

的农村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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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9 年 8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