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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堵歪门”还要“开正门”

■ 何珂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管有了

新规。 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小额贷款公司
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进
一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
牌金融机构，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业务的风险管理要求；未经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
信贷服务。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

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发展，在校大学生群
体使用互联网消费贷款的不在少数，消
费需求不断增加。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逾
七千家。 然而，有些不良小额贷款公司
打着“零门槛”“无抵押”“高额度”等幌
子， 通过虚假、 诱导性宣传，“精准”营
销， 让一些大学生陷入滚雪球般的债
务。 此次《通知》明确，这类机构不得向
大学生发放校园贷，就是从源头上堵死
非法校园贷的缺口，降低大学生“被套
路”的危险。 全面叫停并不适合于大学
生的互联网消费贷款不失为一种纠偏

行动，有助营造健康的金融市场。
堵上“歪门”，同时还要开“正门”。 要

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整治力度， 坚决遏制
违规借贷行为无序蔓延，将“歪门”堵严、
堵实；也要采取合理有效措施，推动金融
机构为大学生提供服务，将“正门”打开。
毕竟， 大学校园存在着极大的金融消费
需求， 满足大学生的合理信贷需求同样
重要。 此次《通知》中也提到，“加强消费
金融公司、 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大
学生网贷风险管理”，有关机构从顶层设
计上切实担负起风险管理责任， 通过对
大学生各类信息与第二还款来源进行确

认，不仅抬高了申请消费贷款的门槛，也
确保了大学生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这样既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
提高金融安全防范意识， 也能加强相关
机构的风险管理责任，疏堵结合、双管齐
下，让大学生不想也不能过度消费，防止
部分大学生在借贷消费中迷失。

同时，各高校也可配合银行业金融机
构有针对性地开发手续便捷、 利率合理、
风险可控的高校助学、培训、创业等金融
产品。 重视大学生金融服务工作，主动对
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有合理需求的大学
生畅通正规校园信贷服务渠道，用“良币”
驱逐 “劣币”， 着力净化校园金融市场环
境。堵住“偏门”，开好“正门”，相信随着互
联网消费贷款市场的持续健全以及对年

轻人消费理念的合理引导，校园贷会逐渐
回归良性发展， 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不
断满足大学生群体的合理需求。

我省 2021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出炉， 共包
含 7851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48万亿元———

今年重点投资哪些大项目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近日，省发改委牵头会同各地和省有关单位编制完成《安徽省 2021 年
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并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施。计划共包含 7851 个项目，
年度计划投资 1.48 万亿元，项目类别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文化产业、生态环保等。 其中，续建项目 4941
个，计划开工项目 2910 个，全年计划竣工项目 1392 个。

战新产业项目

合肥集成电路制造基地将扩产能， 江淮大
众项目将建研发中心

计划中，既有投资额达数百亿元的“大块头”项目，也有立足前沿科技
的高精尖项目，还有的项目呈现高技术、高投资额“双高”的特点。

以合肥市为例，总投资额 534 亿元的合肥集成电路制造基地工程位于
合肥市经开区，它是各市重点项目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截至去年底，该项
目已完成 443.65 亿元，今年还将投资 50 亿元。 截至目前，厂房已建成，正
在扩大产能及下一代产品研发。

第六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也是
该市重点项目之一。

作为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AMOLED 技术， 让显示屏具有更宽的视
角、更高的刷新率和更薄的尺寸，通过这种新技术，更多“柔性屏”将进入千
家万户。 项目由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将建设一条第 6 代柔性有
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屏体
2800 万片的生产能力。

在合肥市的重点项目中，江淮大众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备受关注。 目前
江淮大众新能源汽车项目研发中心一期正进行装修及基础安装工程。根据
《计划》，今年将计划投资 15 亿元，目标是研发中心一期竣工并投入使用 ,
新建产能项目开工。

住建、交通类项目
力争完成新开工棚户区改造 14.92 万套，芜

黄、蚌固高速有望今年完工
除了各市以外，《计划》 中还有许多重点项目由省直部门负责牵头，项

目内容是涉及全省范围的住房、交通、能源、水利等。
2021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是《计划》中总投资额最大的项目，高达 1000

亿元。 今年，全省力争完成新开工棚户区改造 14.92 万套，基本建成 12.63
万套。

“加快棚户区改造，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内容。 ”据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实行第三方现场核实、定期通报、现场督导
等制度，保障棚改项目按计划推进，力争 6 月底前开工率达 60%，10 月底
前完成新开工目标任务的 100% ，11 月底前完成基本建成目标任务的
100%。

老旧小区改造也是住房建设类项目的重点之一。 2021 年，我省将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247 个，计划分 1-2 年完成。到 2021 年底,计划改造项
目全部开工并完成基础类改造内容。

在交通领域，多条高速公路有望在今年全部完工。根据《计划》，芜湖至
黄山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土方施工和隧道建设，今年目标是“全部完工”，该
项目将新建 116 公里高速公路，经由繁昌、南陵、泾县、旌德、黄山区谭家
桥，接 G3 京台高速公路铜陵至黄山段，是我省“四纵八横”高速公路规划
网中的“纵二”项目(徐州-福州高速公路)的重要一段；蚌埠至固镇高速公
路正在进行路基路面施工，项目新建高速公路 35.74 公里，将于今年全部
完工。

此外，太湖至蕲春高速公路安徽段、芜湖至宣城高速改扩建已在进行
前期工作，力争今年开工建设。

教育、医疗类项目
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力争今年开建，

安徽大学协同创新大楼有望今年完工

根据《计划》，多家医院及医学类院校项目正加快推进。
如位于肥西县的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工程项目(一期)建筑面

积 4 万平方米，一期拟建设微生物实验楼、综合实验楼、理化实验楼等 3 栋
建筑，今年将开工建设；位于蚌埠经开区的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脑
血管中心项目，规划、土地等手续已完成，规划方案已通过审批，力争今年
开工建设。

位于合肥包河区的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康复中心一期，总建筑面积
52.47 万平方米，包括行政后勤、保障中心、养老公寓、养护中心、康复中心
等，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今年的目标是施工总承包工程量完
成至 80%,各专项工程完成进场施工；位于合肥蜀山区的中国科学院临床
研究医院(安徽临床研究医院)，将建设生命科学与医学基础研究、公共卫
生与医疗健康大数据、临床医学前沿技术研究、新药临床试验和研发、创新
医疗器械研发等五大平台，建设 300 张符合国际标准的研究型病床，设置
18 个护理单元。 目前，正在编制设计方案，力争今年开工建设。

在教育类项目中，基础教育工程、高等教育工程、职业教育工程等将加
快推进。 在义务教育方面，已完成新建和维修校舍面积 3962.2 万平方米，
今年将聚焦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和能力等工程全面施工； 在高等教育方面，
已完成竣工校舍面积 815 万平方米，其中，安徽大学协同创新大楼和工程
实训中心等部分项目有望在今年完工。

计划编制的四大特点

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等， 发挥大项目
支撑作用

据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计划编制主要有四个特点。 首先是
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重大项目支撑作用。 全年共安排投资
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项目 185 个，占比为 2.36%，年度计划投资 3106.39 亿
元，占比为 20.96%。

围绕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着力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聚焦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产业(企业)创新平台等建设，促进科技
创新势能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共安排项目 215 个， 年度计划投资
427.48 亿元；围绕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突出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紧扣产业
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投资力度，共
安排项目 3473 个、年度计划投资 4627.97 亿元，同比分别增加 477 个、增
长 12.59%；围绕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发展，大力构建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升河流湖泊、城市防洪保安能力，推进一批铁路、
公路、水运、机场项目和农林、水利重大工程建设，共安排项目 411 个、年度
计划投资 1654.03 亿元，同比分别增加 34 个、增长 4.05%。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文/图

近年积累的产业扶贫成果丰硕， 为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一些脱贫地区产业基础依然薄弱，

帮扶提升不能断档———

扶贫产业，如何打造“升级版”

种瓜得瓜， 通过发展扶贫特
色产业，贫困村变成蔬果特色村

守住脱贫硕果，巩固“家
底”提档升级

阳春三月，江淮大地春意浓浓。
3 月 12 日， 在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郑

寨村外，一排排塑料大棚铺满田野。大棚里，
绿茵茵的西瓜秧苗长势喜人。

“看！ 有些瓜秧已经开花，预计 5 月底
西瓜就能上市，直接运往长三角大市场。 ”
种植大户刘井振告诉记者，他种植了 1200
多亩大棚西瓜 ， 西瓜一年可以采 4 茬 ，亩
产上万斤，一亩地纯利润 2 万多元。 “我们
还统一提供技术和种苗 ， 带动农户种植 ，
统一品牌销售。 ”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有
26 户农户种植西瓜，种植面积 400 多亩。

“种瓜得瓜，通过发展扶贫特色产业，我
们从贫困村变成蔬果特色村。 ”该村党总支
书记郑传达告诉记者，村里将土地先流转到
村，整合后发包给大户。目前全村 7000 多亩
耕地已经流转了 4000 多亩， 主要用于发展
果蔬产业。去年全村仅种植大棚西瓜就达到
2000 多亩，带动脱贫户 37 户就业 ，实现村
集体收入 50 多万元。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我省大力实施
“四带一自 ”、项目提升 、“一村一品 ”特色
种养业扶贫三大行动 ， 拓宽产业扶贫之
路，努力实现特色种养业扶贫由数量覆盖
向提质增效上转变 。 截至 2020 年 11 月 ，
全省历年累计发展且仍在发挥效益到村
产业扶贫项目 2.42 万个 ， 实现 3000 个贫
困村全覆盖；历年累计发展且仍在发挥效
益到户产业扶贫项目 299.39 万个，覆盖率
达 77.8%， 产业扶贫的磊磊硕果有力助推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也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下
了坚实基础。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要盘活产业扶贫
“家底”，打造乡村产业升级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决守
住脱贫攻坚成果，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
政策不留空白。 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还要
继续，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
业提档升级。

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种养项目，抗风险能力不强

扶贫项目小散弱，产业基础依然薄弱

蓬勃发展的“扶贫产业”为农
村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总体而
言，当前乡村产业的基础依然比较
薄弱，还存在着同质化、后续跟踪
服务不足、 效益发挥不充分等问
题，“扶贫产业”亟待提档升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有的产
业扶贫项目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
数都是小散弱项目，主要集中在种
植养殖业，少数加工业项目，还多
停留在初加工、粗加工阶段，乡村
产业普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产业
链还不完善，经济效益不高，抗风
险能力弱等问题。

以凤台县为例，2016 年以来，
该县共投入 274 个产业扶贫项目，
每个贫困村都建有 1 个以上产业
扶贫基地。 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
数都是规模不大的种植养殖项目，
抗风险能力不强。

人才瓶颈也是制约农村产业
发展的难题。 凤台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朱荣兴说， 当前农村空心
化问题严重， 年轻人不愿从事农
业生产， 留下来的多是中老年人
和妇女。人才短缺，成为乡村振兴
的“拦路虎”。 破解乡村振兴人才
瓶颈，要打通人才返乡通道，加快
培育一批新型经营主体， 让真正
愿意投身农业、 真正能够从事农
业的人才进来， 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对很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
言， 做好农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3 月 12 日，临近晌午，阜阳市颍
泉区伍明镇竹园村外，王辉和妻子
仍然在田里忙着给葡萄树剪枝。今
年 45 岁的王辉长年在宁夏从事水
果批发生意 ，2017 年儿子考上大
学，他处理掉了水果店，回乡创业

当起了职业农民。
“干了这么多年水果生意，销

售不是问题，关键是种植。 ”几年下
来，王辉认识到，当好职业农民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辉给记者算
了笔账 ： 自己流转了 300 多亩土
地，前期投入上百万元，仅土地租
金一年就十几万元， 到了采摘旺
季，需要 100 多人采摘，一年下来
工人工资也要十几万元。 “干农业，
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风险大，融资
难。 没有收成就是亏本。 ”

王辉告诉记者 ， 去年他家的
葡萄园刚刚挂果， 谁知道成熟期
遭遇连阴雨，烂果产生了酸腐病，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他希望进一
步完善对新型经营主体帮扶机
制， 帮助他们解决融资、 农业保
险、农技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进一
步提高抗风险能力。

从事农业不能“随大流”，只有找准了路子，土里才能刨出金

巩固提升扶贫产业，让更多小树长成大树

3 月 11 日，在颍上县王岗镇金
唐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朵朵羊
肚菌竞相生长，旁边新生的芦笋已
经吐出新芽。

“羊肚菌地里套种芦笋，这是
我们的一大发明，羊肚菌的基质不
仅可以做肥料，还有助于抑制其他
病菌，有利于芦笋生长。 ”基地负责
人罗应利告诉记者，羊肚菌作为高
端菌种，市场上供不应求，现在亩
产可达 1000 斤， 净利润高达 4 万
多元， 再加上每亩地四五千斤芦
笋，亩均利润近 5 万元。

“谁说种地不赚钱？ ”在罗应利
看来，“思路决定出路，从事农业不
能‘随大流’，要有前瞻性和市场意
识，只要找准了路子，土里才能刨
出金。 ”金唐村通过农作物秸秆栽
培羊肚菌、 姬松茸等珍稀食用菌，
建立秸秆收储中心解决全镇 6 万
余亩秸秆收储利用问题。探索羊肚

菌、芦笋套种金蝉养殖技术，形成
了规模化特色产业基地，带动了周
边百余名村民和 27 名脱贫群众就
业增收。

在凤台县凤凰镇的安徽润航
循环农业扶贫产业园， 背靠养猪
场，门前水塘变身“菜园”，成片经
济林……园区负责人王杰是一位
90 后大学生， 向记者描述一幅循
环农业图景。

“养猪场年出栏 10 万头猪，沼
液处理是个难题，我们通过粪污处
理变废为宝，将沼液转化成水肥用
于种养殖。 水肥排入池塘，水面上
可以种植水芹，水下养泥鳅，一塘
两收；水肥还能做桑树肥料，长出
的桑叶可以做猪饲料，桑果可以加
工成果酒。 ”王杰告诉记者，水芹一
年可以长 5 到 8 茬，亩产 10 万斤，
加上泥鳅亩均收益超过 3 万元；桑
叶可以做优质猪饲料，一亩地收入

1 万多元，桑果还能酿酒。
在王杰看来 ， 农业是朝阳产

业，要向科技要效益，向特色要效
益。 通过种养结合发展循环农业，
减少成本， 提升了农业附加值，有
效提升经济效益。

凤台县扶贫办主任赵德胜认
为，促进扶贫产业提档升级，要继
续围绕特色产业做文章， 强化规
划引领，招才引智，不断延长产业
链。 “一方面积极招大引强，争取
引进一些科技实力较强的龙头企
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另一方面
加强培育本土企业， 让更多小树
长成大树。 ”

题图左：凤台县农业科技示范
产业园内，温室蔬菜长势喜人。

题图右：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
郑寨村的西瓜大棚内，农户正在查
看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