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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怡

8月2日，望海航空服务公司负责人
云先生第一次体验互联网金融，没想到
自己不需要到小贷公司经营场所，坐在
家里就把贷款给办了下来。在贷款办理
过程中，网信小贷人员通过实地调查、了
解后，亲自上门为云先生服务，以担保贷
款的方式在金融工场上帮助客户完成
50万元融资，解决了客户在经营发展中
出现短期资金紧张的问题。

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轻松将贷款
办下来，全是得益于我省小贷公司在互
联网金融领域的探索。

在“互联网+”的市场风口上，海南
先锋网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突破传统小
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模式，依托先锋金融
集团的强大实力，通过与互联网投融资
平台—金融工场合作，采取线上线下合

作的模式，有力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
难的问题，成为小贷公司创新发展的实
践范例。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工场是香港上
市公司中国信贷（08207.HK）旗下专业
互联网金融平台，专注于小贷公司资产
交易的P2P平台，目标是为全国8000余
家小贷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贷款
机构等提供P2P解决方案及线上交易，
为投资者提供小额贷款公司优质的信贷
资产，为先锋网信小贷的互联网金融战
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持。

目前，先锋网信小额贷款公司与金
融工场的紧密合作，探索、创新模式，创
新出一系列贷款产品助力为众多小微企
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海南尚南文化产业公司负责人郗先
生是网信小贷携手“互联网+”的受益者
之一，他从事海南特色文化工艺品（如椰

雕，贝雕等）创业，初创期资金缺口较大，
网信小贷公司了解其融资需求后，设计
担保方案，经过严谨的审核后在金融工
场上完成30万元的融资，帮助其度过了
难关。“以前没想到办理贷款可以这么简
单，只需要把资料上传到金融工场的平
台，然后点一点贷款就汇到账户了。”郗
先生说。

先锋网信小贷相关负责人称，作为
金融工场平台的资产端口，线下严谨审
慎的调查，确定落实风控措施，形成融资
方案，通过金融工场平台，在线上帮助客
户募集资金。

据悉，先锋网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在与金融工场合作的一年多来，海南本
地业务通过金融工场平台放款累计
5583万元，网信小贷也通过金融工场向
海南地区外的省份发放贷款累计
1.19亿元。

■ 本报记者 陈怡 通讯员 李雯雯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海南省小额贷
款公司2015年上半年经营情况通报
会获悉，我省小额贷款公司积极服务
小微企业，上半年累放19.98亿元支农
支小，同比增长7.3%。

有效缓解融资难
央行上半年多次降准降息，各种货

币政策工具使用的节奏明显加快。在
海南，央行政策工具释放出来的资
金不少投向了支农、支小领域。

作为我省支农支小的重要生力
军，海南小额贷款公司试点6年来，资
金利用率达九成,其中，上半年累放
19.98亿元支农支小，小贷公司业务的
开展有效缓解了我省小微企业、“三

农”经济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详见右图）。

从资本活跃度来看，小贷公司每
个月发放的贷款金额比去年略高。
从覆盖面来说，小贷公司平均单笔贷
款金额也从去年上半年的140万元
下降到今年的77.72万元，在贷款总
额不变的情况下，贷款覆盖广度进一
步扩大。

“经济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
力，小贷公司想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贷款额‘小且散’的原则，而此
次平均每笔贷款额的下降是小贷行业
正在健康发展的一个侧面反应。”省金
融办相关负责人称。

严控违约风险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小额信贷行

业在快速发展，支农支小的范围在不
断扩大，但同时也面临着不良贷款快

速上升的发展难题。

据了解，小贷公司放贷对象多

为金融体系中级次较低、风险评估

难的“三农”和小微企业，在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不

少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小贷公司贷

款客户违约风险逐渐加大，贷款利

息催收比以前难，部分客户归还利

息不及时。

“省金融办下半年将小贷公司的

不良贷款中的可疑类、损失类贷款数

据接入海南省企业信用信息网，通过

信用惩戒督促贷款人积极还款，推动

小贷公司可持续发展。”省金融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

小贷“触网”钱袋“上线”
“先锋网信”助力小微企业当先锋

还在为股市上下剧烈波动而心惊
吗？还在为如何跑赢通胀而烦心吗？今
天，小编带你走进中国银行专属理财，指
尖轻松一点，理财收益直追近期行情持
续看涨的“二师兄”。

据悉，中国银行始终致力于打造移动
互联金融和专属理财品牌形象，该行在央
行多次宣布降低存贷款利息的情况下，连
续开展多期电子银行专属人民币理财产
品销售活动，具有较柜台同期产品收益率
高、期限较短、认购起点低等优势。

目前该行每周三发售的微信银行专
属理财产品、每周五发售的手机银行专
属理财产品收益率约5%左右。已发售
的多期产品一经推出，即被抢购一空，有
的产品甚至到了秒杀抢购的程度，受到
全国广大客户的认可和追捧。

想获取高收益的投资理财回报吗？
赶快参加中国银行专属理财产品秒杀活
动吧！详询中行官方网站（www.boc.
cn）、微信公告或网点。

工行员工无偿献血
10年捐献63.2万毫升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陈明皓）8月6日，
在工行海南省分行办公大楼前，百余名员工踊跃
参与“工商银行 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活动，合计
献血3.2万毫升。据了解，该项活动在工行全省
18家分支机构全面展开。该行自2002年开始至
今，连续十多年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2430人
次参加献血，累计献血量63.2万毫升，多次被评
为海南省“无偿献血先进单位”。

自贸区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启动

浦发银行成代理清算行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邹炜）记者昨日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获悉，浦发银行正式
成为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启
动后唯一一家完成多品种、多平台代理清算的商
业银行。

日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
品现货市场交易平台试运行期间，首批上线的
两家交易平台客户均通过浦发银行完成代理清
算：浦发银行境外客户ARC通过上海有色网金
属交易中心卖出200余吨电解铜现货，通过FT
自由贸易账户完成约666万跨境人民币结算；
浦发银行境外客户香港懂济通过上海钢联金属
矿产国际交易中心向同为浦发境内区外客户澜
腾实业购买24余吨冷轧板，成交金额约为6.5
万元人民币。

作为清算贷理银行，在自贸区大宗商品现货
交易启动后，结合自贸区相关配套政策，浦发银行
对原有系列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客户可通过多元
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组合包，帮助企业实现采购
管理、拓宽销售渠道，优化订单融资、完善保税仓
单套保、提升开证效率。

据了解，浦发银行推出的这一系列解决方
案，对大中小型用户都将带来交易便利。针对
中小型终端用户，可突破传统贸易空间、地点
和规模的制约，直接通过自贸区大宗商品现货
交易平台实现在线采购，降低采购成本，提升
采购效率。对于大型生产或贸易型企业，通过
该平台，既可以扩大销售，又可有效降低交易
的信用风险。

跨境支付
中国网民比例最高

海淘如今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购物习惯。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在“中国跨境消费高层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跨
境支付网民比例最高。

赵锡军表示，用于跨境网络消费的跨境支付
网民比例为最高，达65.7%。同时，经常使用跨
境支付的网民占比39.5%。而在跨境电子支付
方式中，第三方支付平台因其便捷性更受到网民
青睐，成为最重要的支付手段。“统计数字显示，
2012年至2013年，中国用户在境外跨境电商网
站使用的支付方式中，使用最多的是第三方支付
平台，位列其次的是网银在线平台和信用卡在线
平台。”

实际上，出国旅游也成了跨境消费的主力
军。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所所长蒋依依介绍，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近5年保持18%的增长，同
时，出境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5%左右。

此外，研究还指出，2014年美国稳居中国最
大的跨境网购“进出口国”。就单笔交易金额而
言，2014年中国内地消费者在国外电商网站单
笔消费金额最高的3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法
国和英国，最低的3个国家和地区为日本、香港
和韩国；而香港和日本消费者对中国内地电商单
笔购买的金额最高。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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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理财产品
收益理想选择

海南小额贷款公司试点6年来，资金利用率达九成

上半年“输血” 亿元支农支小

构建服务型国库 促地方经济发展

截至2015年6月末，我省小贷公司发生不良贷款 119笔，共计
2.1亿元，不良贷款笔数较去年同期的55笔增加了 116.3%，不良贷
款率为4.68%，同比下降0.65%。 （以上数据由省金融办提供）

上半年累放19.98亿元支农支小，同比增长7.3%

小微贷款

农业贷款
个体工商户贷款

个人贷款

531笔，1.74亿元，占8.72%

269笔，
6.48亿元，
占32.45%

127笔，1.42亿元，占 7.11%

三沙市代理国库专柜 本报记者 陈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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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怡

从1985年至今，央行经理国库已
走过 30载历程，今年，新修订的《预
算法》颁布实施，更为央行经理国库
开辟了新的时代。从海南的情况看，

“十二五”期间，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
行依法履行经理国库职责，支持海南
地方经济发展、配合各项地方财税体
制改革顺利实施，服务百姓民生，取
得显著成效。

拓展国库业务领域
服务百姓民生

在海口南海大道广汽本田的4S
店综合服务大厅内，一名客户完成
购车手续后，在同柜台另一端申报
缴纳了车辆购置税，代办人员经电
脑扫描发票二维条码，系统自动打
印出完税证明等，全部办理完毕用
时不到5分钟。

购车人能够享受到4S店购车缴税
一条龙服务，得益于海南推行的车购
税征管改革，购车人以前申报缴税需
经3个部门，现在只需面对经销商1

个，10个办税环节简化为一站办结，税
款直接收缴到国库。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依托国库先进的技
术手段，不断拓展国库业务领域，搭
建国库与百姓之间的桥梁。在全国

首创开展车辆购置税由 4S店代征，
开票网上通办的模式，税款实时入
库，极大地方便了购车人。同时，协
助地税部门实现电子退库，建立退库

“快通车”，加快退库资金到账速度，
提升政府公信力。

健全国库组织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相关负责
人称，“十二五”期间，人民银行海口中
心支行不仅立足民生，还紧扣地方政
府需求，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
级国库”的要求，设立国库机构。

2012年，为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发展，人民银行海口中心
支行探索县域国库“一机多库”模式，
设立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支库，由
陵水县国库经理。2013年，响应国家

“南海战略”，捍卫国家南海主权，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审批设立三沙市中
心支库，由工商银行三沙市支行代
理。2014年，根据海口桂林洋开发区
地方经济发展需求，设立海口桂林洋
开发区支库，由海口农商行代理。

据悉，截止2015年6月末，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分别拨付先行试验
区、三沙市和桂林洋开发区各类财政
资金 15.16 亿元、29.19 亿元和 0.6 亿
元，有力地保障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民生等事务的资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