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禽是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最重要的
资产，有效盘活畜禽资产，能帮助农民和农
业经营主体破解有资产却难获贷的困境，
释放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

就拿生猪抵押来说，多年来“以生猪
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迟
迟没有落地。

成立于 2008 年的重庆市六九畜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六九畜牧），
10 余年来累计投资过 1 亿元用于生猪
养殖，但直到 2020 年才获得 3000 万元
生猪活体抵押贷款。此前，他们从银行
获得的贷款总共只有 846 万元。从事
生猪养殖 20多年的重庆海林生猪发展
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海林）也面临类似
的情况。

生猪活体抵押贷款为何这么难呢？人
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调查发现，主要有
生猪识别难、价格评估难、防疫难三大难
题，导致生猪抵押贷款风险大。

一是猪的样子长的都差不多，很难辨
认“谁是谁”，难以证明某只猪是谁的。

二是猪肉的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猪的
类型有很多。比如二元猪、三元猪等等，如
此一来，银行很难对猪的价格进行评估。

三是一旦养殖企业遭遇猪瘟，猪圈里
的猪就得全部捕杀，风险实在太大。

事实上，这“三难”也是开展肉牛、奶
牛和山羊等畜禽活体贷款面临的普遍难
题。尤其是奶牛活体抵押贷款，风险更
大。如果肉牛养殖企业因故还不了贷款，
银行还可将肉牛宰杀、销售，及时变现，但
奶牛只能变卖给其他养殖企业，变现相对
较难。

“考虑到贷款风险，此前银行不愿也不
敢推出畜禽活体抵押贷款。”重庆某银行人
士透露，几年前，面对生猪养殖企业越来越
多的需求，该行就曾想推出生猪活体抵押
贷款。但经过对生猪市场、养殖企业的多
番走访调查，发现其中不可控因素较多，因
此便搁置了下来。

困境
银行曾经不愿贷不敢贷

合川区铜溪镇
板桥村养殖户在放
养白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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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的经验，重
庆又“依样画葫芦”，推动畜禽活体抵押贷款
扩面。

重庆泰乐利农业有限公司（下称泰乐利
公司）是江津区的肉牛养殖大户，今年初，该
公司想扩大养殖规模，却苦于缺乏资金。

当时，泰乐利公司最大的资产便是肉
牛。“用肉牛作为抵押物，风险较大，且在重庆
没有先例可循，银行必须考虑信贷风险。”农
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这时候，江津区政府和人民银行江津中
心支行加入了进来。三方共同为泰乐利公司
创新设计了“银行+肉牛活体抵押+政府风险
补偿”的信贷模式——江津区政府以其贷款
风险补偿基金为银行分担贷款风险；银行与
企业将活体肉牛确定为抵押物，综合评估后
确定贷款额度；人民银行江津中心支行依托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协助企业办理
生猪资产抵押登记。

今年1月，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向泰乐
利公司发放了150万元肉牛活体抵押贷款，
重庆首笔肉牛活体抵押贷款宣告落地。拿到
这笔贷款后，泰乐利公司如愿扩大了养殖规
模，肉牛存栏量从400多头增加至600多头。

半年后，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又以奶牛
活体作为抵押物，引入保险公司为企业养殖
的奶牛承保，向重庆爱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发放了150万元贷款。

除了牛和猪，羊同样也是可抵押的资产。
今年 3月中旬，重庆农商行在金融监

管部门和武隆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为该
区仙女山镇山羊养殖户周时江量身定制
了山羊活体抵押贷款融资服务方案，发放
30万元贷款，解决了周时江扩大养殖规模
急需资金的燃眉之急。

过去不愿也不敢开展畜禽活体抵押贷款
的银行，去年以来为何频频大胆“试水”？农
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解释，主要是
因为“政银保”等多方合作分散了贷款风险，
减少了顾虑。

“重庆开展畜禽活体抵押贷款试点的总
体思路，是通过‘政银保’等多方合作，创新贷
款模式，解决银行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人
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认为，此
项试点已在探索破解“三农”融资难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

记者还注意到，今年8月，我市在《关于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施意
见》中，提出了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推广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
资产股份等抵押贷款业务，扩大农机具、活体
畜禽、养殖圈舍等抵押质押融资业务试点等
一揽子意见。

重庆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大幕，或许才
刚刚拉开。

扩面
活的猪牛羊都能用作抵押物

猪牛羊活体抵押贷款猪牛羊活体抵押贷款
重庆农村金融实现新突破重庆农村金融实现新突破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破解“三农”融资难题，而畜禽活体抵押贷
款和“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
住房财产权和林权）抵押贷款，则是各地
破题最主要的两种信贷模式。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受抵押
资产价值评估难、处置变现难等因素制
约，畜禽活体抵押贷款和‘三权’抵押贷
款，客观上都存在难以维持金融机构热
情、难以持续大面积推广的问题。”重庆工
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路元说，要切实破
解“三农”融资难题，政府和金融机构还需
多管齐下，变“不敢贷”为“积极贷”。

一是在市级层面进行统筹规划。比
如，可在政府部门统一领导下，成立由金
融、财政、农业、房管、国土、规划和法院等
部门组成的畜禽活体抵押贷款和“三权”
抵押贷款领导小组，制订具体的操作办法
和流程。

二是设立贷款基金，为金融机构分担
风险。比如，政府可出资设立“农村信贷
风险代偿基金”，在银行贷款出现坏账时，
由该基金和银行按比例分担损失。可根

据我市实际情况，引入担保或保险机构，
构建“代偿基金+银行+担保（保险）”风险
共担体，进一步分散信贷风险。

三是建立权威的评估机构和确权管
理机构。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投资成立

“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畜禽活体抵
押、“三权”抵押融资提供专业、权威、快速
的评估服务，以解决抵押资产评估难的问
题。

四是加大产权流转市场建设。如，针
对“三权”抵押贷款，首先可在各乡镇成立
土地流转中心，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办证和质押登记，保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在区域范围内可流转变现。在此
基础上，逐渐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
本市辖区内流转交易，真正将沉睡的资产
盘活。

同时，对于用于抵押的农民住房，可
通过制度设计，允许借款人在办理房产抵
押登记和进行产权流转的书面承诺后，遇
到确实无力偿还借款的情况时，其用于抵
押的房产可以在本市一定范围内流转变
现。

多管齐下
变“不敢贷”为“积极贷”

合川鹞子村：
三红柚等你来采

近日，位于合川区南津街街道鹞子村的开
新家庭农场，80余亩三红柚陆续进入成熟采摘
期，预计总产量在2.5万余个、8万斤左右。

业主龚雷介绍，三红柚采摘价格为4元一
斤，有需要购买或采摘的朋友可联系。

联系人：龚雷；电话：17784756010
合川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巴南蔡家寺村：
黑米丰收上市

近日，巴南区姜家镇蔡家寺村的黑米上市
了。

黑米是蔡家寺村近年来精心培育的纯天
然、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有机食品，共种植200
余亩。为了保证黑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全程
采取有机方式种植，使用有机肥做底肥，不施化
肥、农药，采用物理杀虫和人工除草。黑米米粒
圆润，色泽诱人，蒸煮后米香浓郁，口感软糯，营
养价值丰富。黑米售价为15元一斤，可电话联
系快递到家。

联系人：龚老师；电话：18723265116
巴南融媒体中心 张礴

万盛：
“水官”管护农村饮水安全

近日，早上六点，村民李华模背上检修工
具，拿上消毒液，来到村里的供水点——田湾村
民组饮水池，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消毒、巡护、保
洁……

李华模是村里的管水员，大家都叫他“水
官”，负责全村5座饮水池和饮用水管网等公共
水利设施的日常巡查管护，维护本村水源和水
域的清洁。

以前，由于水池、管网没有专人管理，水源
污染、管网破漏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上村民节约
用水的意识差，大家经常为水不够喝、水不够好
的问题闹心。

今年3月，万盛经开区推行村级管水员管水
制度，从运行管理、水源管理、水质检测、供水管
理、水价确定、水费计收等方面进行规范，构建
了区、镇、村三级水利管理网络，确保件件工程
有人管，村村社社都有管水员。

经过统一培训，李华模逐渐适应了“水
官”这个新岗位。他说：“管水员工作琐碎，需
要细心和责任心，确保乡亲们能喝上干净水、
放心水。”

村级管水员是饮水安全管理责任向基层
延伸的关键环节。当地水利部门还将从资金、
政策和制度层面支持村级管水员队伍建设，通
过加强村级管水员专业技术培训、逐级落实维
修养护经费等方式，逐步建立一支规范化、专
业化的管理和服务队伍，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
障水平。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娄亚梅 张永东

奉节：
菌棒产业助村民家门口就业

近日，在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的菌棒厂，厂
房里整齐地摆放着由木屑、麦麸、石灰等原材料
制成的菌棒，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序地忙
碌着，村民樊明厚就是其中一员。

这个菌棒厂是2020年6月落户太和土家
族乡的，计划生产线十条，年生产各类菌棒360
万棒，主要有香菇、木耳、黑皮鸡枞、羊肚菌等各
类食用菌。

樊明厚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务工，通过学习
和练习，成为了一名熟练的技术人员。“我主要
负责菌棒厂的烤炉工作，空闲时就帮着制作菌
棒种。别看我已经66岁了，但干起活儿来不输
年轻人呢。”他笑着说，足不出村一年四季都有
活干、有钱赚。

据介绍，目前菌棒厂已投入生产线两条，生
产菌棒11万多棒，上半年种植和菌棒生产总产
值达3000多万元，周边30余村民就近上班。

奉节融媒体中心 何燕 陈芳

渝北：
“村村享”数字平台智能又便民

自从家里电视机安装了电信“IPTV”智慧
大屏，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的唐仁碧老人平日
里多了很多乐趣，电视上不仅新增了渝北新闻
等功能，还可以播放牛皇村的宣传视频，清晰又
方便。

渝北区推行“村村享”数字乡村管理系统，
村民通过电视遥控板或智能手机，就能享受到
方便快捷的数字服务。系统有三农学院、法律
咨询、便民服务等功能，既可以浏览新闻、学习
农技，又可以了解法律、了解政策。

兴隆镇有关负责人说，将充分利用好数字
乡村平台，及时向千家万户宣传好政策，提供农
业技术指导，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增强群众的幸
福感、安全感。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柯雨

□本报记者 黄光红

两个月前，丰都县仁沙镇肉牛养殖户
蔡小霞，把自家养殖的肉牛作为抵押物，
从重庆农商行丰都支行拿到了25万元贷
款。“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回想起
来，蔡小霞仍然有些激动。

长期以来，因缺少抵押物，农民及农
业经营主体贷款非常难，成为扩大生产、
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道“坎”。

从2020年起，重庆通过“政银保”等多
方合作方式，探索试点畜禽活体抵押贷
款，为乡村振兴赋能。截至去年底，仅在
生猪活体抵押贷款方面，全市就已累计授
信贷款145笔、发放贷款1.8亿元。

今年8月，我市又出台相关文件，探索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模式。

面对养殖企业的融资难题，重庆开展
畜禽活体抵押贷款试点，用金融助力乡村
振兴。

试点首先从生猪活体抵押贷款开始。
2020年上半年，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

理部携手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在生猪产业
基础较好的荣昌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启动
试点生猪活体抵押贷款。

两部门在三地选出了六九畜牧、重庆
海林和重庆日泉农牧有限公司（下称日泉
农牧）3家重点企业进行试点，明确由重庆
农商行、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分别与之“一
对一对接”，政府部门为对接提供“多对一
服务”。

位于荣昌区双河镇的日泉农牧，是疫情
防控市级重点保障企业。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该公司猪饲料采购价格、运输成本及
人力成本大幅增加，流动资金吃紧。但因为
缺乏足值抵押物，融资成为扩产扩能路上的

“拦路虎”。
当年4月，重庆农商行工作人员与日

泉农牧对接后，成立了专项金融服务小组，
研究为该公司提供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的方
案。

重庆农商行创新思路：一是引入保
险公司共担风险，为日泉农牧设计出“银
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模式——为
能繁母猪购买政策性生猪保险和商业性
生猪保险，并将之作为抵押担保物，依据
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额确定贷
款额度。

同时，依托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
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实现了对日泉农
牧生猪活体资产的抵押登记。

此外，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生猪活体
抵押的效力进行解读，为贷款提供法律保
障。

2020年4月30日，日泉农牧获得授信
3000万元，并于当日首次支用贷款1000
万元。这也是在重庆落地的首笔生猪活体
抵押贷款。

日泉农牧拿到贷款后，荣昌区相关部
门还利用“畜牧业直联直报系统”大数据，
对该公司用作抵押的生猪存出栏数、市场
价格等进行监管，并定期向重庆农商行反
馈，帮助该行控制贷后风险。

此后不久，涪陵区的重庆海林和黔
江区的六九畜牧也分别从农业银行重
庆市分行获得 1000 万元、3000 万元贷
款。

“盼望了10多年的生猪抵押贷款，终
于实现了！”拿到贷款时，六九畜牧负责
人罗云很激动，“改革创新带来的政策红
利，有效解决了困扰公司发展的融资难
题。”

至此，重庆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破冰”。

破冰
三区率先试点生猪活体抵押贷款

专家访谈〉〉〉

黔江区石家镇鱼田村肉牛养殖场，村
民在给肉牛添加饲料。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云阳县蔈草镇寨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云阳县蔈草镇寨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年出栏生猪年出栏生猪11..22万头万头。。

通讯员通讯员 刘兴敏刘兴敏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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