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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区，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进程中，金融业扮演着
何种角色？如何有效衔接
自贸区（港）建设，提供更
加开放的金融服务？

目前，海南金融系统
加紧谋划搭建海南自贸区
（港）金融改革基本框架，围
绕自贸区（港）建设要求和
省政府“4+1”（即建立一个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引进一
个企业、进行一个制度创
新、建设一栋大楼+金融风
险防控）工作部署，潜力创
新，完善风险管控体系，为
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金融创新和税务政策
是探索自贸区（港）建设的
两大关键。”省政府金融办
相关负责人说，其中“如何
打造自身独特性，吸引更多
金融机构落户海南”和“在
开放的自贸区（港）金融环
境下，如何有效防控金融风
险”两个方面尤为重要。

海南银行业
小微贷款余额“五连增”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今年
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贷款余
额1342.77亿元。这是记者日前从海南银监局获
悉的数据。

近年来，海南省政府金融办、人行海口中心支
行、海南银监局等部门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小微企业贷款
连续五年持续增长。2013年末至2017年末，海
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
700.44亿元、799.74亿元、1027.11亿元、1159亿
元、1317.55亿元；贷款客户数分别为3.33万户、
4.08万户、4.55万户、4.96万户、6.17万户。

海南银监局通过督促银行机构健全专业化
服务体系、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等措施，不断加大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力度，促进小微企业贷款稳
步增长。

我省百个乡村
获评邮储“信用村”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感
谢邮储银行的支持，授予我们‘信用村’这块金字
招牌，这是全村村民用信用换来的财富，我们要加
倍珍惜。”近日，随着邮储银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支行正式授予响水镇金江居委邮储“信用村”的
称号，村民真正解除了贷款的后顾之忧，农民发展
生产不再为资金而苦恼。

根据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的相关政策，挂牌
信用村后，无需任何抵押，凭信用就可贷款，将很
好地解决农民贷款难跑，贷款流程繁琐的现状。

该行通过选择特色优势产业集中、信用环境
良好、资金需求旺盛的贫困村或自然村，积极开展
信用村建设，截至今年3月，海南省分行已累计授
牌信用村101个，实现海南各市县（不含三沙）全
覆盖，已累计发放“信用村”贷款2196笔共计1.8
亿元。

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辖内海口、三亚、儋州等12家分支行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1359笔，共计4000余万
元。同时，该行以“好借好还”小额信贷产品为抓
手，构建了“银行+合作社+致富能人+农户”精准
扶贫模式，变输血为造血，为贫困农户提供多种融
资帮扶途径。

新三板海南企业
2017年九成实现盈利
易建科技成唯一净利润过亿元企业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曾丽园）新
三板企业2017年报披露接近尾声，截至目前，除
天涯社区外，在新三板挂牌的39家海南企业全部
披露了2017年年报。记者统计显示，39家挂牌
企业实现年度营业总收入89.09亿元，实现净利
润总额为7.35亿元。

从营业收入看，有 29 家实现了营收超过
5000万元，占比达到约74%；营收超过1亿元的
企业有21家，占比达到约54%；营收超过5亿元
的企业有5家，分别为易建科技、康泰旅游、一卡
通、成功网联和新生飞翔。

从净利润看，2017年，有90%的海南挂牌企
业实现了盈利。在盈利能力上，有21家企业实现
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占比达到约54%。值得
一提的是，有5家企业实现了净利润同比增长超
100%，其中，2家企业实现同比增长超1000%，分
别为财富无线11188.27%、星捷安1119.1%；另外
3家企业分别为南海网增长894.13%、新华正达
增长136.85%、天鸿设计增长107.38%。

虽然在净利润增幅方面同比略有下降，但无
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易建科技都稳居榜
首，该公司也是新三板海南企业中唯一一家在
2017年实现净利润过亿元的企业。

兴业银行“兴闪贷”
线上贷款只需几分钟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兴业银
行响应国家促消费稳增长政策，强化创新驱动，推进
消费金融发展。近日，该行专门针对个人客户推出
全流程线上自助信用消费贷款——“兴闪贷”，该产
品采用全线上自助操作模式，支持10分钟之内放款
到账，无需抵押与担保，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

该行工作人员介绍，有别于传统网络信贷产
品申贷路径，“兴闪贷”一系列手续全部通过线上
办理，客户无需亲临银行网点面签，也不需要提供
纸质申请资料，只要在线填写相关信息，按流程操
作，即可完成申贷和提款。除操作简便、审批时效
快、信用额度高外，“兴闪贷”还具有授信期限长，
计息方式灵活等特点。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汪慧）“到去年底，我行服务范围由
海口、三亚、儋州逐步拓展到文昌、琼
海、万宁、临高、昌江、东方、屯昌等市
县，已初步形成辐射全岛东、西、南、
北、中的分支机构布局。”海南银行纪
委书记、监事长、网点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符海碧日前向记者透露，
海南银行将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今
年下半年计划新开设9家分支机构，
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努力实现省内
县域机构全覆盖。

“金融服务资源匮乏，是制约我省
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业之初，我行就成立15个工作组，
努力将服务向市县延伸。”符海碧说，
各工作组一方面承担着联系市县政
府、筹建分支机构、服务当地产业三大
工作任务；一方面深入了解当地金融

需求，加强与当地企业的业务合作。
2016年，筹备开设分支机构的同

时，海南银行先后与多个市县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政银企合作。
同年末，海南银行在儋州和陵水连开

两家分支行，开启了全省稳步扩张的
步伐。2017年，海南银行全省大布局
进一步提速，奋力向实现“省内县域
机构全覆盖”的目标前进——4月到
11月期间，分别在三亚、文昌、临高、

昌江、琼海、澄迈、万宁、屯昌和东方
等多个市县设立分支行。

去年，海南银行还“快马加鞭”地开
设了海口滨海支行、海口红城湖支行、
海口海甸支行、海口五源河支行等四家
海口地区同城支行。截至2017年末，
该行下辖分行2家，支行13家，包括总
行营业部在内共有16个营业网点。

“海南银行通过网点布局，进一
步把服务向市县延伸，是全面支持海
南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实银行业
金融机构主体职责的重要举措，是该
行‘更懂海南人、更系海南情’的服务
理念在海南落地生根的具体表现。”
海南省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何俊
骅认为，而对于各市县而言，海南银
行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市县的金融
服务体系，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和满足市民金融需求。

“当前，三沙网点的筹备工作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符海碧介绍，

年内，该行共计划新设立分支机构9
家，分别为三沙、白沙、乐东、定安、保
亭、五指山、琼中、洋浦、澄迈等网点。

符海碧表示，海南银行的每家分
支机构在选址装修、硬件设备、人员
配备等方面都力求高标准，旨在为客
户提供最舒适便捷的空间，打造精品
银行形象。

开业以来，海南银行秉持“海纳百
川、至诚行远”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夯
实基础，苦练内功，着力在拓展基本客
户、打造特色产品、推进机构建设、完
善风控体系、引进培养人才等方面下
功夫，带来了经营能力的稳健提升。

随着网点布局的进一步推进，海
南银行围绕相关行业、产业金融需
求，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细化金
融服务措施。“将进一步加大金融服
务力度，做到一产一策、一市（县）一
策、一企一策，为海南自贸区（港）建
设贡献金融力量。”符海碧说。

海南金融系统协力支持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以创新为源 筑金融服务之基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从以往我国的11个自贸区经验
来看，以银行为主要载体的金融创新
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自4月以来，海南各
金融机构大招纷纷、创新业务，助力海
南自贸区（港）建设。

作为海南本地银行，海南银行近
期推出了入境游艇关税游艇保函等产
品，海南农信社也通过加大探索和发
展国际业务、设立特色专营支行等举

措，发挥好服务自贸区（港）生力军作
用。

农行海南省分行积极进行信贷产
品创新，通过“境内担保+境外放款”
的业务组合，境外分行可以外债的形
式为境内企业完成融资，为海南企业
提供新融资渠道。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则制定包含本
外币现金池的“双向池”服务方案，为
跨国公司提供集团内部成员间资金归

集管理及跨境融通方案。同时，提供
“双向投”服务方案，为境内外企业在
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跨境直接、间接投
资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加大资源投入
和布局，新兴金融科技也陆续入岛。
海南已引进蚂蚁金服集团，双方将围
绕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三大
领域深化合作。普华永道成为首家进
驻海南的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不久

前，海南对自贸区(港)金融机构市场
准入的“点对点”招商启动，计划招商
11项。

省政府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正在研究HNFT体系（海南自由
贸易账户体系），未来将进一步放开机
构准入限制，支持各类合规资本进入
海南自由贸易区内金融服务业，依法
发起或参与设立各类金融机构或准金
融机构。

自由贸易区（港）内将实行境内
关外的特殊政策，人流物流资金流自
由化，这必将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
求。为此，海南各金融分支机构也与
时俱进、积极创新、延伸金融服务链
条。

“中国银行不仅将加大融资力
度，还将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积极
融智、融商，从而提供立体化、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近日，中国银行相关负
责人在海南调研时这样表示。除了
积极支持海南基础设施、旅游、健康
医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大对重
点项目建设资金支持，中国银行海南
省分行还将发挥外汇业务优势，做好
对国际游客的金融服务，做好外国信
用卡的收单服务，便利国外游客消
费。根据海南金融开放的进程，设立

专门的财富管理机构，打造特色产
品，逐步打造高端客人客户跨境资产
配置中心。

工行海南省分行也将积极推行
“沟通交流”无障碍工程，加大国际化
服务推进力度，实现在海口、三亚等
旅游一线地区80%的服务网点熟练
提供英语服务。积极推行“业务受
理”无障碍工程，确保外卡业务规范、

安全、高效受理。并积极推行“自助
服务”无障碍工程，优化自助设备网
络布局，改善自助服务受理环境，全
方位满足客户需求。

省政府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将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
或准金融机构在海南自贸区（港）设立
专营机构或专业服务公司，拓展海南
金融服务产业链，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业务创新为本 放开机构准入限制

服务创新为魂 延伸金融服务链条

风险防控为根 打造金融安全岛

走进银行

金融热点

当前海南建设自贸区
金融改革新框架重点

金融资讯

积极筹建市县分支行

海南银行力争年底实现全省县域机构全覆盖

各金融机构要积极与总行协调，争取自建一栋办公大
楼，向江东总部经济区聚集，争取在海口建一个金融区

编者按

人勤春来早，风正好扬帆！
海南被中央赋予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建设自贸区（港）进程中，金

融是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应该如何设立？如何完善金融服务，才能够吸引大量的
外向型经济体来海南投资兴业？什么样的金融制度设计才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冲击？

即日起，本版将开设“金融助力自贸区（港）建设”专栏。专栏将及时发布、解读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全面报道海南金
融系统助力自贸区（港）建设，各金融机构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探索。

对海南自贸区（港）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给予充分研究，
做好“点对点”招商，鼓励更多的金融市场主体进入自
贸区（港）

各金融机构要结合海南产业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
特征，积极向总行争取金融创新政策、金融创新产
品和金融新业态在海南先行先试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放开金融业务限制，推动金融
机构业务创新

兴业银行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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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研究和创建适应自贸区（港）建设需要的更加开放
的账户体系，既要便利企业资金自由进出，同时也要满
足监管要求

到去年末，海南银行营业网点已经达到16家。海南银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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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今后
3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
攻坚战之首，并明确“重点是防控金
融风险”。如何构建完善的风险管
控体系，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打
下良好的金融基础，是各金融机构
共同探索的重点内容。

据悉，海南将建立HNFT体系，
搭建一个以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管理

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新框架，搭建适应
金融创新的自由贸易账户的监管体
系，实行分账核算、统计分析，实现数
据实时监管。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人
透露，将出台“事后监管+总量监督”
的制度，事后监管即通过HNFT账户
有效跟踪业务流向和具体数据。总
量监督即通过事后监督检测跨境资
金的异动，并设置阀值，对超过一定

总量的账户实时动态监管，假定日常
资金流量水平为1，在一定时期定超
过该总流量，则降低阀值，防范资金
通过HNFT账户违规流向海外。

国开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行将创新风险资产化解方
式，例如：对出现风险但未形成不良
贷款的项目，探索通过资产管理公司
转让的方式，化解和处置风险。

省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长期内，省政府金融办将联合有关
部门做好适应更加开放的金融风险
监测体系制度设计，建立完善金融
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建立完善跨行
业、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监测机制，加
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和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防范能力，为建设海南自贸
区（港）构建管控有效的金融风险防
护网，全力打造更加开放背景下的
金融安全岛。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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