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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1月23日电 （记者曾毓慧 通讯
员符啟慧 符才丽）“新市场很整洁，菜品很齐
全，规划也很合理，来这里买菜感觉真不错！”1
月22日，位于东方市城区的宝真农贸市场经过
全面升级改造投用，市民符琼一早来买菜时点赞
道。据悉，这是东方市致力打造的首个标杆示范
农贸市场。

一走进宝真农贸市场，整洁的购物环境让人
觉得舒适，各个菜品等摊位排列有序分区合理，
且标识明确。据市场管理方介绍，蔬菜区是绿
色，活禽是黄色，生鲜区是蓝色，前来购菜的市
民只需抬头看一下，就能快速找到所需菜品的区
域，十分快捷和方便。据悉，该市场经营面积约
4500平方米，继本月A区改造升级投用后，B区
也将于春节后进行改造升级。

据东方市商务局局长秦国华介绍，自
2017年 7月下旬以来，东方市商务局参照“三
创”工作的标准规范，对宝真市场进行分片区
升级改造，致力将该市场打造成该市首个标
杆示范农贸市场，促进东方农贸市场全方位
升级。

东方首个标杆示范
农贸市场投用
市场经营面积约4500平方米

本报洋浦1月2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李天宇）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获悉，数据显
示，去年洋浦进出港船舶增幅达21.65%，有力提
速了洋浦航运经济发展。

据洋浦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共监管
船舶进出港达11464艘次，同比增加21.65%；港
口吞吐量4050.05万吨，同比增加17.81%，其中
危险品吞吐量2352.96 万吨，同比减少2.17%。
据悉，洋浦去年整体航运形势处在一个上升的趋
势，增长幅度处在我省靠前水平，尤其是在船舶
的安全监管方面，洋浦海事局也通过抓源头、重
检查等方式，保障洋浦地区水上形势持续稳定，
服务企业发展。

此外，洋浦海事局还不断深入开展专项
治理活动，制定了与危险品运输及水上交通
安全有关的各类活动方案，修订完善辖区《海
上搜救应急预案》，推动建立应急救援机制、
商渔船会商机制，进一步保障水上航运各方
利益及秩序。

去年洋浦进出港船舶
增长21.65%
有力提速航运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海口某小型环保企业负责人潘先
生很高兴，因为通过海口农商行的“盛
业贷”，他近日获得一笔40万元的无
抵押贷款，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现在
他终于成功订购设备，准备开展污水
治理新业务。

龙头企业海南勤富食品获得省
农信社 1.2 亿元的融资，海南天鸿
实业在省股交中心挂牌一年多的
时间里已直接融资 2000 多万元
……无论是通过间接融资还是直接
融资，近两年，我省众多企业都能
感受到现代金融业为其发展带来
的巨大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而早在2015年，我省就已经确
定金融业为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之
一。近两年，金融服务业快速增长，
已成为拉动全省服务业增长的主要
动力之一。

快速增长
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不断提升

近两年，我省金融业发展迅速，
2016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达280亿
元，同比增长15.7%，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在十二个重点产业中排名第二。
2017 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增加值
227.32亿元，增长13.10%，仍然保持
快速增长态势。

为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我省各个
金融机构“各显神通”：国开行、农发行
等发挥自身优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
融资融智；海南银行针对不同类型企
业推出“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海南农
信社发挥服务“三农”的优势，大力发展
普惠金融、支农支小；人保财险公司创
新农业保险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等等。

据统计，2016年，我省新增贷款
1037亿元，同比增长15.60%，较全国
平均增速高出 2.8 个百分点。2017
年以来，金融机构持续扩大重点项目
信贷规模，截至2017年 11月末，各
项贷款余额 8346 亿元，同比增长

12.9%，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
信贷支撑。

近两年，我省直接融资规模也上
涨快速。2016年，我省企业在多层次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达1331亿元，超过

“十二五”期间直接融资总额。2017
年1月-11月，海南企业在资本市场
累计融资114.37亿元。

普惠金融
发挥金融扶贫引领作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一笔特殊
的赔款让我省 2000 多位胶农看到
了希望，这是“保险+期货+扶贫”在
琼中的保险兑付款。“没出一分保
费，却拿到了保险公司的赔款。”琼
中新发农民橡胶产销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罗文雄告诉记者，对于因胶价
持续低迷而不得不停割的胶农，尤
其是合作社里的 156 位贫困户，这
些钱让他们重获信心。

这个“不出保费却拿赔款”的保
险是去年开始实施的一个创新扶贫
项目，共为我省1万多户胶农提供了

保障。
近两年，我省金融机构不断拓展

新模式，搭建金融扶贫政策框架，积极
发挥金融在扶贫开发中的引领作用，
加大扶贫开发信贷投放力度，引导金
融机构针对贫困户资金需求特点，采
取多种增信措施，提高贫困户贷款可
获得性。

依托农信社“小额贷款队伍”，现
在我省每个贫困户均在农信社建档立
卡，小额贷款人员随时跟进，并适时为
贫困户提供扶贫贷款。

截至2017年11月末，我省累计
发放50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77.96
亿元，其中累计发放10万元以下的农
民小额贷款52.50亿元，为广大农民
送去了致富的金融“活水”。

金融创新
打造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环节，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金融企业也要加快自身改革开
放步伐。

两年来，我省金融行业不断推进
各类创新，深入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
点工作，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取得
突破。2017年，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成
功发行“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产品，
成为全国第二家成功发行该产品的财
务公司，填补了我省在资产证券化产品
市场的空白。同时，人民币跨境业务也
不断创新，海口农商行去年顺利开展跨
境人民币业务，成为我省首家开办跨境
业务的法人银行机构。

省政府金融办主任邓传明说，在
严控金融风险的同时，我省将创新绿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充分发挥绿
色金融在推动全省转变发展理念、转
换发展动力、转型发展方式中的积极
作用，为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贡献
绿色金融力量。

据介绍，到2020年，海南将基本
建成各类机构健全、产品丰富、创新
活跃、竞争有序、监管适度、功能完善
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把金融业打造
成为海南重要的支柱产业，全面提升
金融服务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能力和
水平。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2017年前三季度我省金融业增加值227.32亿元，增长13.10%

金融“活水”激发经济新动能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符才丽

昨天一大早，在位于东方市
大田镇俄乐村的海南广鑫黑山羊
种羊养殖基地，一排排羊舍旁，成
片的牧草长势茂盛，风一吹拂，草
浪此起彼伏；人要走进羊舍，就得
先在“喷雾状”的超声波消毒室待
足 3 分钟，科技范十足。“这阵子
山羊的食物除了麦粉与玉米等粗
粮外，还有特制的酒糟。”此刻，

“羊倌”符英色正蹲在食槽旁一边
细心观察黑山羊进食状态，一边
告诉记者。

符英色原是大田镇贫困户，此
前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做点
体力活谋生，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自去年初加入养殖基地以
来，他先从饲养员干起，然后逐渐跟
班学习当技术员。

不到一年时间，现在，符英色不
仅可以十分娴熟地为黑山羊配置粗
粮食料，对于特制食料酒糟的发酵
时间也把控得很准。“学到了技术，
赚到了钱，干活干劲更足了！”就连
养殖基地的技术总顾问陈蒋张也禁
不住夸他。

“我们两口子都在基地务工，每
月工资加起来差不多有6000元，吃

穿一点都不愁了，更重要的还学会
了一门技术！”符英色说，除此，每年
他还能从养殖基地拿到分红，对未
来充满信心。

其实，在海南广鑫黑山羊种羊养
殖基地，像符英色这样的“羊倌”脱贫
故事绝非是个例。

近年来，东方市通过大力引进
龙头企业，积极助推贫困户与合作
社抱团发展，从而解决了贫困户缺
技术、缺资金等问题，让他们脱贫致
富更有底气。2015年4月，海南广
鑫牧业有限公司（海南广鑫黑山羊
种羊养殖基地）入驻大田镇俄乐村
以后，力推“公司+农户+合作社”模

式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基地的黑山
羊存栏量逐渐增加至大约3000只，
而以扶贫资金入股养殖基地的数百
户贫困户，每年不仅可以拿到固定
分红，还可以在基地接受专业培训、
务工或打零工。

记者注意到，在基地显眼处的
帮扶情况一览表显示，截至去年底，
东方市已有344户贫困户在养殖基
地的帮扶下实现脱贫。

远眺着刚刚建成并投用的基
地二期 6000 平方米羊舍，海南广
鑫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赖乾勇更
显得信心十足：“今年可以帮扶
更多的贫困户在实现脱贫致富过

程中，学得一门实实在在的养殖
技术。”

据悉，自2017年起，基地再将
大田镇俄乐村267户、华侨农场柴
头村115户贫困户纳入帮扶范围。
此外，该基地还与海口、乐东、屯
昌、琼中等市县数百户贫困户开展
产业扶贫项目。

据东方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东方市将继续创新扶贫
发展模式，加大产业扶贫工作力度，
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以产业促
脱贫，最终实现扶贫龙头企业与贫困
户双赢的目标。

（本报八所1月23日电）

东方引进黑山羊养殖龙头企业，助推贫困户与合作社抱团发展

黑山羊成344户贫困户脱贫“领头羊”

近日，位于文昌市东阁镇的文昌宝
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正在检查
水稻集约化育秧中心的设备运行。

合作社开展水稻机械化一条龙作
业，机耕、机插、机收等现代化农业耕
作方式，使水稻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
品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农民真正感受
到科学种田。2017年该合作社吸纳
7户贫困户进行帮扶，除了管理设备
每人每天可获收入100元外，每人按
4000元的标准缴纳入股资金，仅仅5
个月的时间就分得近万元分红。

据了解，2017年，文昌东阁镇共
有9家企业、合作社帮扶贫困户104
户453人，完成分红共计59.4万元，
每户平均增加收入5700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东阁镇：

贫困户科学种田
领工资得分红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莫光财）近日，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
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据悉，双方合作领域涉及旅游公路、轨道交
通、城市综合开发与建设、股权合作等方面，通
过施工总承包或EPC（设计、采购、建设总承包）
等合作模式，以“国际旅游岛+”的思维、全球化
的标准、地标性的定位和“贯通、绿色、出彩”为
三大目标，充分发挥海南交控的投融资、资本运
作、项目拓展等省级功能平台优势和中国铁建规
划设计、建筑施工、城市综合体开发与建设管理
等优势，共同谋划交通产业、公路驿站、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共享农庄等，致力于深耕海南省
域资源，全方位构架高端平台，携手打造具有国
内一流水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珍珠项链”和
点线面全域旅游“钻石”。

海南交控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与央企合作
为契机，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务实合作，高起点、
高水平推进精品项目落地，争当深化国企改革排
头兵，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海南交控
“牵手”中国铁建
合作领域涉及旅游公路、轨道交通等

脱贫攻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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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综合保税区紧抓外贸发
展新机遇，在海口海关、海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的大力支持下，充
分发挥海关 通关一体化政策红
利，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聚
焦贸易创新精准发力，推进开放
型经济发展，做大进出口贸易。

汽车整车进出口贸易蓬勃发
展。海马汽车去年整车（KD 件）
出口 1.7 万台套（货值 19545 万美
元）至伊朗、菲律宾等国家，同比
增长 3倍多；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运
营两年多，进口数量激增，去年进
口量首次突破千辆（1056 辆，货值
约 3748 万 美 元 ，关 税 约 1.85 亿
元），在全国整车口岸中增速位列
前茅。

大 宗 商 品 贸 易 发 展 势 头 良
好。海口综保区通过青岛前湾保
税港区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自贸驿站建设，
推动橡胶大宗商品贸易的交流与
合作。利用海关通关一体化政策
的红利，进口橡胶在海口综保区
进行海关报关申报，青岛验放的
模式使得橡胶进口贸易逐月稳定
递增，去年以来截至本月在海口
综保区开展橡胶进出口贸易近 1
万吨，其中进口 8000 多吨，出口
2000 多吨。同时依托海口综保区
区内名贵木材加工基地开展木材
进口和转口贸易，首批从非洲进
口的近 1000 吨名贵木材即将于 2
月初申报入区。

跨境电商成为推动进出口贸
易新动能。跨境电商业务作为外
贸发展新业态，海口综保区按照海
南省政府、海口市政府的工作部
署，2017年 3月启动跨境电商示范
区建设，2017 年 6 月完成平台搭
建，9 月首批下单的跨境电商商品
在海口综保区顺利出关，“双 11”

“双 12”期间交易量达 2228 票，取
得跨境电商业务零突破。今年跨
境电商产业园即将投入使用，充分
发挥孵化和集聚作用鼓励引导海
南进出口贸易企业积极开展跨境
电商贸易，加快申报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为做大做强跨境电商业务
争取更多优惠政策。

积极发展冷链物流业务。目

前中铁国际（海南）食品冷链中心
2万吨的冷冻仓库目前已存放海南
翔泰渔业待出口 4000 吨海产品。
随着酒类、奶粉和巧克力等进口食
品对恒温仓需求不断增加，今年在
海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申报量将
明显提升。落地建设海南（香港）
综合招商推介会签约的海南国际
冷链物流园项目，为园区提供农产
品、海产品精加工、冷链仓储和国
际物流配送等业务。2018 年是我
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我省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周年，借此发展机遇，
海口综保区将搭建外贸综合服务
平台，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外
贸持续向好发展。

（本版策划/撰稿 古哥）

抓住新机遇 激发新动能

海口综保区外贸发展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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