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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发行贯彻强农惠农兴农政策，不断创新拓展支农功能模式

多元化助力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继
往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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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郑青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
省农发行）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经与海
南并肩走过了23个年头，23年砥砺奋进，
海南农发行人初心不变，奋斗不止，凭着
情系三农的责任担当和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助力海南这个全国最大改革“试验
田”的“三农”领域书写“春天的故事”。

近年来，省农发行认真贯彻党的强
农惠农兴农政策，积极落实总行各阶段
决策部署，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政
策性银行的优势与海南的省情特点和
独特优势紧密结合，不断创新拓展支农
功能模式，三年间，贷款余额增长近三
倍，累计投放贷款465亿元，投放农发
重点建设基金29亿元，全力服务海岛
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
化、脱贫攻坚和区域战略，助力海南乡
村振兴。

聚焦粮食种业安全
调结构稳粮强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把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海南
是祖国的南大门，粮食安全尤为重要，近
年来，省农发行认真贯彻“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的粮食安全战略，严格执行党中
央国务院各阶段粮油购销储政策，认真
做好粮油收储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积
极适应市场化趋势，延伸拓展粮食种业
加工特色食品产业链条，构建了一批种、
产、购和加工的优质战略客户群，有力地
保障了全省军需民用和海岛粮食安全。

陵水南繁育种基地是全国最大的种
业基地，省政府提出的海南在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方面要朝着“海陆空”方向发
展，其中“陆”指的就是以南繁育种为代
表的热带高效农业。作为“国家的银

行”、“支农的银行”，支持陵水南繁育种
基地建设，省农发行责无旁贷，在这里，
有1万余亩科研育种基地在该行1.15亿
元贷款支持下，实现了“地平整、土肥沃、
旱能灌、涝能排、路相通”的功效，已形成
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种子
生产基地。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南繁产业
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我行将综合运用
土地流转和农发种业基金，以投贷联动
方式重点支持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南繁
科技城、南繁国际种业贸易中心建设。”
刚刚出席2018中国（陵水）南繁论坛暨
南繁成果交易会归来的省农发行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在支持海南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方
面，海南洋浦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园
又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是省农发行贷
款2.6亿元支持的海南最大的粮食加工
仓储基地，该项目含面制品、大米加工、油
脂储运与加工等，并有配套仓储物流设
备，填补了海南缺少大型多功能粮食加
工基地的空白，对维护省内粮食安全、提
升市场供应水平发挥重要的作用。同
时，省农发行积极支持农林牧渔和特色

农产品实现专业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国
际化流通，助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提质增效、打响品牌，树立王牌，实现了多
方位、宽领域的支农新格局。以翔泰渔
业水产养殖加工和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为
行业标杆的蓝色海洋经济、以“春光食品”
和“海岛和牛”为靓丽名片的绿色农业经
济、以“文昌现代商贸物流园”为典型代表
的现代物流经济，无一不是省农发行倾
情倾力支持海南优势特色产业的表现。

“农发行为农而建，因农而兴，我们
一定不忘初心，牢记服务三农的宗旨，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省农发行行长黄进强说。

聚焦城乡融合发展
惠民生强基础补短板

创新采用城乡一体化等组合信贷产
品，贷款56亿元支持海南生态软件园高起
点建设运营，吸引腾讯、小米等多家知名IT
企业进驻海岛，成为海南新兴产业引领产
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范……

创新采取“政府+政策性银行+社会
资本”的“PPP模式”，贷款3亿元支持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海南首个PPP污水处理项目），从根本
上解决了水环境治理投资大、回报低、布
点多、融资难等问题，受到省委、省政府
高度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创新以政府特许经营模式贷款15
亿元支持三亚中心渔港海上丝绸之路重
点项目，推动形成“港产城一体化”融合
发展格局。探索创新“农垦集团+招商
引资+土地流转等组合信贷产品”的合
作模式，贷款13亿元支持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等一批农垦改革发展开局性
项目，助力实施农垦“八八战略”……

作为“补短板的银行”，省农发行认识
到，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必须加快补齐
农村这块短板，如果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
公共服务得不到改善，乡村振兴无从谈起。

近年来，省农发行在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的进程中，充分发挥政策性贷款期
限长、利率低、规模保证等综合优势，结
合海南推进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创新推动优惠便利的多元化服务模
式，统筹运用政府购买服务、PPP、授权
自营等多种的服务支持模式，综合运用
抵质押组合担保方式，主动协调强化政

银企合作服务机制，有效提升了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的效率合力，通过“投+贷”模
式，大力推进发展十二个重点产业、六类
产业园区、“五网”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
建设、美丽海南百千工程、棚改、新型城镇
化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保障
了海南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批
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促进
改善了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条件，
在振兴乡村、城乡融合发展上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聚焦稳定脱贫
兴产业扶贫助小康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我们党的
初心和使命。这也是农发行的职责所
在。近年来，省农发行紧紧围绕省政府
提出的“三年脱贫攻坚，两年巩固提升”
的扶贫战略目标，坚持服务脱贫攻坚统
揽业务发展，不断推动金融扶贫模式创
新，强化金融措施的创新功能。

“我现在年收入有3万多元，生活好
多了。”在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工作
的王玉香告诉记者。王玉香是屯昌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没进入文化园工作之
前，她靠打零工生活，年收入不到1万
元。自建园后，她来到这里工作，她在
2017年年底脱了贫。得益于省农发行
对于旅游扶贫的大力支持，很多像王玉
香这样的本地贫困户有了稳定的工作，
收入增加了。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海南，省农发行将目光投向了特色农
业和旅游产业，紧扣海南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省”的发展战略，充分运用总行旅游
扶贫等信贷产品，贷款逾10亿元支持了
呀诺达热带雨林景区、陵水分界洲岛景
区、三亚凤凰谷乡村文化生态旅游区等
一批农旅融合产业项目，创造了20万个
劳动就业机会，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极

其显著。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支

撑是精准脱贫的必由之路。扶贫不能只
靠“输血”，更重要的还在于提升贫困地区

“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动力。省农发行
紧紧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推动金
融扶贫实现了“精准滴灌”。“农业政策性
金融产业扶贫合作平台”自2017年6月成
立以来，依托政策引导、优惠让利和平台
功能，吸收了20家农业龙头企业加盟，省
农发行已向平台企业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15.38亿元，在政策引领和贷款支持下，平
台企业主动对接地方政府产业扶贫规划及
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落实“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和帮
扶长效机制。据悉，平台企业已启动产业
扶贫项目15个，直接就业帮扶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072人，产业辐射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3536户，惠及贫困人口4万人。

在发展绿色金融服务脱贫攻坚的进
程中，省农发行充分减费让利，对扶贫贷
款基本执行优惠利率，基本免收中间业
务费。同时，协同涉农商业银行、保险、
证券等金融机构，用足用好金融扶贫各
方面优惠政策。截至目前，省农发行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47亿元，其中琼中、保
亭、五指山、白沙、临高五个国定贫困县
与扶贫任务较重的儋州市扶贫贷款余额
30.96亿元，占其总额的 66.17%，对全
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4.6万人脱贫解困
产生帮扶带动作用，占全省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51.5%。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
局之年，我们将以‘五个振兴’为目标，把
握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更大作为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黄进强表示，省农发行将
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意见》，紧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需求，发扬特区精神，及时探索创
新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为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海口4月9日讯）

海南生态软件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专家学者在陵水南繁基地调研。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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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村
里有了至善井，不仅解决了村民的饮
水问题，还有效改善了村里农作物的
灌溉用水难题，日子也越过越好咯！”
在海口市东山镇东星村一座水塔前，
村民吴大爷看着身旁的石碑深有感触
地说。

“至善井，2003年12月28日”。吴
大爷身旁的这块石碑，已经有近15个
年头，碑上的字已经略显陈旧，但就是
这块不起眼的石碑和它背后的水井，改
变了东星村3000多位村民的生活。

也正是从2003年12月28日起，
海航集团正式迈开了为海南人民打
100口至善井的步伐。扎根于海南，不
忘初心、回馈社会。15年来，海航集团
用“心”的牵挂，攻坚克难、扶贫济困，
为海南人民谋福利，从而兑现“心”的
承诺。这是海航集团作为海南本土优
秀企业的展示，也是海航集团彰显自
身魅力风范和社会责任担当的体现。

扶贫济困
为民实干见真情

“我来海南已经有20年了，从未
想过，自己与当地村民结下了不解之
缘。”至善井项目工程师卢伟彬回想起

第一次到屯昌县平坡村实地考察至善
井项目的时候，仍然记忆犹新，当时遇
上干旱季节，这里村庄缺水，村民们不
得不骑着车到几公里外取山泉水。

这样的情景触动了卢伟彬，让他
更加坚定了加入至善井项目的决心。
也正是海航集团的百口至善井公益项
目，让许许多多像卢伟彬一样参与其
中的人，深刻认识到这个项目的意义
远不止于打井，不止于工程建设，而是
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提升人们的幸
福指数。

海南虽然四面靠海且降雨量丰
富，但时空分布不均；地势中间高四面
低，不利于降水的储存；绝大部分水资
源集中在汛期，一旦出现季节性干旱
等问题，部分地区就会面临缺水问
题。这样的情景经过多年来企业和政
府的共同努力，目前已经得到了解决。

2003年，在海航创业暨安全运营
10周年之际，为了回报社会，海航集
团发起至善井项目，计划为海南缺水
地区打井共100口。15年来，海航集
团先后共投入2000万元，为海南缺水
地区修建100口至善井，与当地政府
的共同努力下，为我省中部山区、西部
玄武岩地区和沿海部分地区群众解决
饮水难题，帮助当地群众早日奔小康。

攻坚克难
真正兑现“心”的承若

“在海南缺水地区打井，找水难度很
大，技术上的攻关是一个难点。如何在
节省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地形地
貌特点，尽快找到充沛而优质的水，是我
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还要考虑打
井地点的实际交通情况、土地使用情况
等问题。”至善井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15年来，从选址、施工、水质监测到
交付、验收，再到协调各个部门修建配
套设施，最终让缺水地区的百姓喝上干
净放心的水，海航集团用坚持不懈的努
力，完成了在海口、文昌、琼海、儋州、澄
迈、临高、屯昌、定安、琼中等市县
和农场100口至善井的修建。

村民喝上了放心的饮
用水，生活的条件大大改
善，人们日子越过越好。
100口至善井实现了海
航集团对海南地区和人
民的感恩与回馈，真正
兑现了“心”的承诺，而海
航集团践行公益的步伐也
随着一口口“至善井”的建
成而走得越来越坚定。

“黑叔叔又来啦！黑叔叔又来啦！”
日前，至善井项目工程师卢伟彬为了解
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特地来昌江黎族
自治县塘坊村，刚一到村口，就被村里的
一群小孩围了起来。而对于这样的场
景，卢伟彬一点都不陌生，反而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2016 年 7 月，由于在工程建设方
面的突出表现，卢伟彬被安排参与到
至善井公益项目，主要负责对前期已

经打好的91口井进行回访，检查使用
中出现的管道及水泵老化等问题，并
启动剩下 9 口井的选址及打井工作。
自此，卢伟彬也开始了他在至善井项
目的公益之行。

两年来，卢伟彬走遍了海南儋州、琼
中、定安、昌江、屯昌等14个市县，累计完
成17口至善井修复工作及屯昌县5口新
井的打井工作。正因为长期在各市县之
间奔波，卢伟彬皮肤晒得黝黑，“黑叔叔”

的称呼也因此而来。
“能够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学有

所用，投入到公益项目，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但做公益，知易行难。”卢伟彬
说，在两年的打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
难，一是部分地区交通不便，二是一些村
民对打井的接受程度很低，三是很难找
到合适的打井点。

为此，在新井的修建过程中，卢伟彬
不辞辛苦，与项目团队人员一起根据各

个打井点位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分
析，最终制定合适的方案，再与当地村民
进行耐心沟通、解说，最终将一口口水井
建成、交付并投入使用。

同时，为了确保当地居民的饮用水
质量，除了打井以外，回访修复也是很重
要的一部分工作。两年以来，卢伟彬和
项目团队累计完成17口至善井修复工
作。每到一个村落，给当地村民留下自
己的电话号码，并一再嘱咐村民们有任

何事一定要及时打电话，已经成了卢伟
彬的工作习惯。

作为“至善井”项目中的一员，卢
伟彬的“寻井记”刻画出了至善井项目
全体人员的鲜活形象，践行了海航集
团“为社会做点事、为他人做点事”的
企业理念，也展现出了海航集团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不忘初心、回馈社会的
担当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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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至善井”

坚持十五年 兑现“心”承诺

寻井记：至善井工程师卢伟彬两年走遍14个市县

老人和孩子们看到井水后十分兴奋。

卢伟彬对琼海市龙江镇南正一村
至善井项目回访。

打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