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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信篇

开来
继往

海南农信有一支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金融工作队伍

走千家访万户，把最灿烂的芳华献给农村

典型 人物

一把手 访谈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袁国华

2017年
海南省农信社成绩单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理事长利光秘：

新时代开启
海南农信发展新征程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袁国华
在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帷幕已拉开，海南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
近日，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
称“省农信社”
）理事长利光秘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海南迎来全面开放的新格
局形势下，
省农信社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服务乡村振兴、美好新海南建设和自由贸
易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总抓手，
争
创引领海南地方金融改革发展的生动范例。
“首先，要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准
农信新定位。”利光秘说，省农信社将着力党
建引领，进一步夯实基层党建工作，稳步实
施支部建在网点工程，把农信社的每一个基
层党支部都建设成振兴乡村的战斗堡垒。
着力精准扶贫，把精准扶贫当作政治责任扛
在肩上，积极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资金困
难，发挥扶贫典型示范效应，强化产业扶贫
项目带动作用，注重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着
眼扶贫长效机制建设。着力全面激发基层
网点活力，业务下沉、服务下沉、经营下沉、
资源下沉、考核下沉，强化扁平化管理，全方
位调动各方资源要素，把农信社的每一个基
层网点都打造成振兴乡村的重要据点。着
力抓好队伍，培养“农信工匠”，打造“双千”
队伍，即千名“小鹅”
（小额信贷技术员）和千
名“小鸡”
（基层信贷员），不断壮大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为振兴乡
村提供强劲有力的服务抓手。
同时，省农信社也将在服务美好新海南
建设中发挥新动能。利光秘指出，省农信社
将聚焦农民增收，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推广
以“一小通”小贷支农为典型的系列特色惠
农产品；提质便民服务点效用，推动村级金
融服务站建设，并向大的自然村组延伸，打
造集物理网点、自助设备、便民服务点、村级
金融服务站、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一体的多层
次、综合化的普惠金融服务网络。聚焦生态
立省战略要求，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完善绿
色金融制度体系、培育绿色信贷文化，全面
支持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等领域，创新绿
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助推绿色企业发
展，共同保护好海南的碧水蓝天。聚焦海洋
强省建设，发展蓝色金融，推动沿海市县行
社加快蓝色金融布局，引进专业人才，加快
海洋特色支行建设，研究海洋产业规律，不
断推出紧贴海洋产业发展趋势的金融服务
和产品。
“要在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展现农信新作为。”利光
秘强调，省农信社作为全省资金规模体量最
大、服务城乡最广的地方金融机构，在自贸
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要驰而不息地
发挥农信人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作风与精
神，全力联动境内外、岛内外两个市场，力争
把省农信社建设成为服务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的生力军。要在
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上下大功夫，
在企业体制机制上做好文章，顺应海南全方
位改革开放新格局，全面融入到自贸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力争在自贸
区金融服务上率先走出一条具有海南农信
社特色的新路子。积极走出去，学习国内自
贸区建设进程中的成熟机制和成功经验，消
化吸收转为我用。引进精通服务业、金融
业，尤其是对离岸金融、离岸贸易等有研究、
有造诣、有实践的专业人才，为省农信社服
务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储备金融专才。
利光秘表示，海南发展迈入新征程，这
是省农信社转型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契
机。省农信社将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责任
感、压力感，谱写海南自贸区建设进程中的
农信新篇章。
（本报海口 4 月 25 日讯）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农信社提供）
■■■■■

从成立之初的 3 人发展
到如今的 600 多人，从最初
几乎一个月放不出一笔贷款
到如今小额贷款累计达 107
亿元，惠及 26 万户，存量余
额 44 亿 元 ，从 不 良 率 高 达
99.6%到如今不到 2%，从
过去单一发放小额贷款服务
到如今为农民找市场找信息
综合性服务……
在海南，有这么一支队
伍，被称为农民朋友急需农
业生产资金的“及时雨”、助
推农民朋友发家致富的“贴
心人”
、致力扎根农村广阔天
地的“泥腿子”，他们就是成
立于 2009 年 1 月的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海南农信
小额信贷技术员团队。

2017 年 海 南 农 信 社 提 质
增效明显，在内涵式质量效益
型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黄海军

黄海军（右）。

“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省农信社派驻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第一
书记，驻村两年多来，深入贫困户家中分析致贫根源，逐户
制定帮扶措施；带领信贷员为农户办理贷款 162 笔，金额
581.2 万元，36 户贫困户办理了小额贷款，金额 78.6 万元，帮
助发展生产；协助 39 名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引导全体贫困
户加入合作社，引进畜牧龙头企业带动；利用微信等平台，
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多方争取资源，筹集资金修建村中基
础设施；想方设法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帮助“醉鬼”、
“懒汉”走上脱贫之路。

摘掉历年亏损帽子
全省剩余 6 家市县联社消化历年
亏损 4.7 亿元，摘掉海南农信社 20 多年
历年亏损帽子

农信社工作人员服务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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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海南省农信社面向社会选聘小额信贷技术员
的公告中，总可以看到录取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农业技
术等涉农专业同等条件考生可以优先录取。据了解，海
南农信小额信贷团队成立以来，先后从高等院校中选拔
了 110 名农学专业的大学生。
为什么要选择农学专业的大学生来做金融？
作为小额信贷团队的领头羊，现任琼中联社党委
副书记、主任莫敏说：
“农业是一个很艰苦的行业，尤其
是海南的农业很多时候还是靠天吃饭，农民的生产信
息也不畅，面临着利润低、风险高的窘境，很多人谈农
色变，农信社之所以要优先考量学农的人来做农村金
融，是更多考虑到只有懂农业才会更多认识和了解农

民的辛苦，才能有本领帮助农民破解生产中的难题、指
导农民生产。”
“我和同事这么多年发放小额贷款的经历，感触最
深的一点是，农学专业让我在农村金融这条路上发挥了
‘拐杖'效应。”谈到自己的专业时，小额信贷技术员张刚
强这样告诉记者。海南省农信社小额信贷技术员的一
个绝招就是进村入户，深入调查。他们在农民家里转一
圈，就知道农民家庭情况好不好，教育水平高不高，经营
项目赚不赚钱。为此，他们在深入了解农户资金需求的
同时，每一次都会通过这种走访，来对农户所经营的项
目进行充分的评估，根据掌握的市场信息，结合农民家
庭情况，来确定农户的贷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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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支行工作人员为客户提供服务。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在海南农信小额团队 600 多人
这个大群体中，有不少人拥有高学历，或家庭条件非常
优越。作为“80 后”
“90 后”的他们，本来可到大城市，或
者留在家乡，而他们最终选择来到农村，服务农民，促进
他们选择农村、农民最大的动因是什么？
琼中小额信贷总部党总支书记曾雪这样向记者解
释，农信社姓农，农信人历来就有主动服务的意识，上世
纪 50 年代，全国各地组建农村信用社时，海南农信的信
贷员就背着帆布包，装上公章和票据，顶烈日冒风雨，走

为确保农民贷款后能够真正走上致富路，贷前培训
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很多农民朋友贷款的时候，心里都
是七上八下的，老担心自己贷款后，种养殖业搞不起
来。我们运用所长，开展贷前培训，帮助做好分析，让他
们有了充分的信心。”屯昌小额信贷技术员梁其聪回忆
起自己运用农学知识培训农民，帮助农民应对生产的点
点滴滴，显得非常自豪。也就是这位看上去弱小但精通
农业知识的姑娘，台风来了第一时间帮村民抽水抗灾，
村民遇上了假种子、假化肥，会主动联系有关部门定损
索赔，村民种植上有了难题，亲自指导，弄不懂赶紧找县
里的农技员来帮助解决。正因为有了梁其聪这样能干
的信贷员，不少种植户运用小额贷款种植苦瓜、茄子、辣

全年清收不良本息 24.06 亿元（其
中利息 3.2 亿元），核销不良贷款 7.86 亿
元，
计提拨备 23.52 亿元

椒和槟榔等，盖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小康生活。
“多亏他们熟悉农情，否则我就亏大了。”三亚天涯
区农户吉文看到别人通过小额贷款种植芒果发了财，心
里痒痒的，也想跟风大干一场，而当他把想法告诉驻村
的小额信贷技术员吴海虹时，却被泼了一瓢冷水。这位
来自农村的小额信贷技术员通过自己的调研走访，告诉
他地少，生长周期长，而他又不熟悉芒果品种和市场，干
这个赚钱的机会不多，可以考虑搞罗非鱼的养殖，他可
以帮助他联系养殖专家并找到销售的渠道。听从信贷
员的建议后，吉文贷款 10 万元搞罗非鱼养殖，如今经营
状况良好，所欠贷款早已结清，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养
殖户。

发放农民小额贷款 63 亿元，完成省
政 府 任 务 263% ；发 放 扶 贫 贷 款 3.5 万
户、8.9 亿元，占全省投放 82%；涉农贷款
持 续 增 长 ，余 额 384 亿 元 ，占 全 省
26.09%；小微企业贷款“三个不低于”，
余额 340 亿元，占全省 25.8%

他没有丝毫犹豫，选择报考了小额信贷岗位，并成为了
一名小额信贷技术员，他如今是临高小额信贷部副经
理。
“父亲干了一辈子的信合工作，尽管有多次机会可以
调离农信社，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服务三农的岗位。我看
得出，他是太热爱农村这块土地了！”父亲的坚守，让从
小在农村长大的他，下决心来做点助力老家发展的事
情，为此当小额信贷员成了他的首选。
因为热爱农村这块土地，才会有一种毅然和专注。
小额信贷技术员邱晓鑫是农场子弟，出生在五指

农信社工作人员走访农业龙头企业了解生产情况。
■■■■■

■■■■■

她来自乐东黎族自治县，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小
额信贷技术员。2010 年 7 月入职海南农信社，瘦瘦小小的
她被分配到了工作条件最为艰苦的五指山市，这里住宿环
境简陋，工作条件差，且平均一笔贷款调查所需要走的路、
爬的坡，均比其他市县的小额信贷技术员要多得多。但她
没有因困难退却，哪里农户有贷款需求，她就到哪里去。8
年来，她走遍了五指山的山山水水，累放小额贷款 499 户，
金额 2700 余万元，存量 1500 余万元。都说“女人可顶半边
天”，王雅却自己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她勤勤恳恳，为小
额信贷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首 次 实 现 前 三 季 度“433”均 衡 投
放，5000 万元以下贷款投放占比 83%，

山，小学五年级那年，举家回迁广东汕头。2008 年，作
为宝鸡文理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他凭着较好的
专业功底进入到深圳一家设计公司任职，不到一年就成
为了工业设计师，薪水相当可观。2009 年，海南农信社
的一则小额信贷员的招考公告吸引了他，出于对儿时出
生地的眷念，他没有丝毫犹豫，选择来到海南农信工作，
成为第一批小额信贷技术员，先后在五指山市、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儋州县等地区工作多
年，成为基层群众深深喜爱的一名农信人。

是农信社“三五”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最
大的一年

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修订完善 280 个制度，新出台 20 个
制度办法，优化业务流程 62 项

选择当
“小鹅”最大的缘由是爱农民

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来对待。”他清楚地记得，2010 年 10
月，文昌受台风影响，许多农户种植的辣椒苗、冬瓜秧
被冲走，鸡棚、鸭棚通通都被洪水卷走……看到这一场
景，他既紧张，又难受，他心痛农民兄弟的贷款投入，为
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感到焦急？而让他特别惊讶和意
外的是，当他上门走访客户时，坚强的农民兄弟反而安
慰他，让他宽心：尽管受灾了，但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偿
还贷款。朴实的语言，让刘鑫感觉到农民兄弟就是最
可爱的人。
做农民工作，
距离要近，
心更要近。
“他们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女，却胜过我们的儿女，让
我们非常感动。”屯昌县南吕镇东岭村村民陈烨如此
说。让他们感动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小额信
贷技术员无私支持该村陈奕锋上学一事深深感染了父
老乡亲们。陈奕锋因从小没有父亲，母亲改嫁，生活比

王雅（右）。

贷款结构不断优化

经营业绩

农信社工作人员深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走访调查。
做小额信贷意味着要真正走千家，
访万户，
把人生最
灿烂的青春芳华交给农村，
与想象中在高大上的银行上班
有天壤之别。选择了小额信贷这份职业，
就意味着选择了
忙碌，
选择了奔波，
选择了田间地头，
选择了日夜兼程。
“农信社小额信贷技术员对我的帮助真是大啊！在
我种植方向模糊的时候，是他们通过寻信息、作比较，为
我指明方向。”澄迈永发镇新吴村种植户李孙照对小额
信贷技术员如此评价。而发放完贷款，小额信贷技术员
们还牵线搭桥，为他的辣椒种植给予技术指导，在销路
上帮忙出主意、想对策，
“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值得信赖，
真是我们农民兄弟的贴心人啊。”每每提到这群小额信
贷技术员，李孙照的心里都是暖暖的。
曾经在小额信贷队伍历经 3 年熏陶的农信稽核员
刘鑫心中一直默默念叨这样一句话：
“时刻要有一种责
任心，尽心尽力为农民朋友做好每一项工作，把农民的

王雅

发挥为农服务主力军作用

扎根基层最大的动因是爱农村

村串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被
称为“背包上的银行”。如今加入到海南小额团队的这
一波人，骑着自行车，带上一大瓶水，走村串户，开展拉
网式调查，贴身式服务，个个晒得黑黝黝，被称为“自行
车上的银行”
。
而能够这么做，在于这种“老黄牛”精神是代代相传
的，在新时代的农信年轻人身上，
并没有断层。
小额信贷技术员陈冠喜 2009 年 7 月毕业于海南大
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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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项指标创新高

服务
“三农”最大的优势是懂农业

较困难。在该村服务的小额信贷技术员看在眼里，记在
心头，从 2011 年起，他们决定以团队的力量支持陈奕锋
两姊妹上学，一直到她们大学毕业。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重庆姑娘张咏在网上递交了自
己的简历。经过笔试、面试、体检，她很荣幸地成为了一
名小额信贷技术员。每当烈日当空，都可以看到一个瘦
小的身影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各
个乡村，认认真真地给农户介绍小额贷款。因为不会海
南话，所以她要用普通话跟农户反反复复讲很多次，直
到农户完完全全明白。
“每接触一个新的农户，都会全身
心地去投入一段新的感情，心底有一种实实在在被信任
的感觉。”张咏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生活在城市，父母
担心她吃不了这个苦，时常劝她：
“如果累了，就回来，家
里不缺钱。”而她每次都告诉父母：
“我感觉这份工作意
义重大，给我带来平淡而又真挚的感觉，与农民打交道

是一种贴近人心的触动，我爱这里的人，在这里工作，我
无怨无悔。
”
海南农信小额信贷技术员团队用自己的真心真情
赢得客户和社会各界的尊敬。省委、省政府对海南农信
小额信贷支农做法高度肯定，要求海南农信社大力推广
“一小通”小额信贷支农模式。农业部在 2017 年将海南
农信“一小通”小额信贷支农模式作为全国十大金融支
农创新模式之一，
并向全国推介。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海南时强调：
“ 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如今，海南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海南农信社这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金融
工作队伍，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在促进城乡共同
繁荣，实现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贴近三农、最懂三农的
优势，成为农民朋友最信赖的人，谱写美丽海南建设新
篇章。
（本报海口 4 月 25 日讯）

■■■■■

存贷规模位居我省商业银行首位，
各项存款余额 1666 亿元，增幅 18.3%，市
场份额 16.5%，提高 1.06 个百分点；各项
贷款余额 1023 亿元，增幅 15.2%，市场份
额 12.1%，
提高 0.54 个百分点

我省利税大户
全年经营总收入 117 亿元，百元贷
款收息率提高 0.06 个百分点，成本收入
比下降 6 个百分点，净利润 16.85 亿元，
增幅 10%，
缴税 10.88 亿元
■■■■■

制图/陈海冰

■■■■■

詹建星。

詹建星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深深明白资金对于农民发展
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9 年，海南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入了小额信贷队伍，他想通过自己，为农民做点事。詹
建星回到自己的家乡临高，9 年来，为农民服务他不曾停
歇一步，帮助农民发家致富，帮助贫困户脱贫，累放贷款
852 户，金额 3000 余万元，是全省发放户数最多的小额信
贷技术员，尤其是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 138 万元，惠
及 65 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