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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为先 以“民”为本

省农信社389亿元支持涉农产业

7月 13日上午，顶着炎炎烈日
回到院子里，屯昌县乌坡镇坡心村
村民高芳妹打开水龙头，冲着凉水
洗了把脸。自今年2月家里安上了
自来水水龙头，高芳妹深深地感受
到用水的方便和安全。

2014年开始进行“城乡供水一
体化”工程以来，目前屯昌全县已经
有15万人口解决了自来水用水问
题，依托“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屯昌
自来水公司建设的自来水管道已经
延伸到所有乡镇。目前，大多村子

已经安上水龙头供水了。
为了支持农村安全饮水设施建

设，2014年，屯昌农信社授信1.5亿元
给屯昌自来水公司，当年即发放5000
万元贷款用于自来水管道铺设。

助力民生持续改善，省农信社
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据了解，省农
信社积极助力实体经济，聚焦保障
性安居工程、医疗健康产业、特色化
城镇建设等领域，创新惠农服务方
式，助力民生持续改善。

支持保障性住房，圆家庭安居

梦。保障性安居住房作为重要民生
工程，关系到居民家庭的安居梦，对
此，省农信社落实国家住房金融服
务政策，积极为符合信贷条件的省
市县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提供
授信服务。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提
供授信支持0.46亿元，帮助居民家
庭共享城市发展美好成果。

针对医疗、养老等诸多领域，省
农信社持续拓展医疗健康产业，养老
金融服务，帮助政府、医疗机构等共
同提升民众的健康和福祉。向海南

省人民医院、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海
口市人民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等省
内重点医院授信约1.39亿元，帮助省
内重点医院不断提高基础医疗建设。

同时，助力百镇千村，建设美丽
海南。省农信社出台《关于做好美
丽乡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
了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为百个特
色产业小镇和千个美丽乡村建设量
身打造金融服务方案。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底，省农信社支持百镇
千村相关贷款余额115.64亿元。

此外，通过单列涉农信贷计划、强
化支农服务考核、信贷政策导向等措
施，积极引导市县行社加强和改进涉
农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
推动规模化经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
入，累计发放2.27亿元支持了20家国
家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各市县行社
分片包干，挨家走访，走访社会投资项
目、农业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100个特色产业小镇、1000个美
丽乡村，制定专门融资服务方案、创新
担保方式，有效支持农业现代化。

海南邮储银行累放
“三农”小贷逾150亿元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
“银行贷款帮了大忙。”琼海市嘉积镇边村村民
王其卿说，今年初，他的农旅项目顺利开工。

两年前，王其卿想在自家荔枝园、菠萝园
里修建旅游民宿，看着已完成的设计图纸他
却一筹莫展：家里积蓄无力支撑基础设施的
资金需求。去年底，王其卿向邮储银行琼海
支行申请了农村信用贷款，经银行评定资金
用于农村产业旅游发展后，王其卿的项目顺
利取得500万元的贷款额度。

“贷款向农村倾斜，全面支持乡村旅游发
展。”邮储琼海支行行长罗贤武说，“用于乡村
旅游发展的贷款，从审核到放款，最快三至五
个工作日。”

今年2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乡
村民宿建设合理有序发展。邮储银行海南省分
行积极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全面提升对乡村民
宿经济的支持力度。

据悉，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持续强化资
源配置，将主要资源投向“三农”服务领域，重
点开展“两小”业务（小额贷款和小企业贷
款），大力支持“三农”和产业结构调整、支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海南“千村百
镇”建设，截至2018年上半年，邮储银行海南
省分行“三农”金融业务累计发放小额贷款已
超过150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
讯员郗俊杰）“我省的基金发
展要加快立法，要加强顶层
设计……”7月15日，由省金
融发展促进会主办的“金融
博士沙龙”在海口举办，多名
金融博士聚集一堂，就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海
南基金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展开研讨。

对标香港、新加坡，我省
如何进行基金管理体制机制
的顶层设计，参加沙龙的东
北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
院长齐佩金表示，在对标的
过程中，海南要找共同点，更
要找差距，在找差距方面最
高层次的应该是法律，在基
金的发展上，法律基础不同，
发展的整个环境就有很大差
距。

省博士院士产业促进会
副会长章一鸣说，基金发展
需要有法律机制、顶层设计，
最主要的是要有定位明确的
产业方向，以产业为着力点，
通过政府引导建立相应的基
金。

这得到多名与会博士的
认同，大家普遍认为基金的
设立要有产业相匹配，但基
金投向产业地区可以不局限
于海南。

“基金成立之后，要有合
理的投向业务和产业，海南
通过基金募集资金之后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海
南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所
长、财经学院院长徐新华说。

最后，与会博士们达成
共识，大家认为基金不仅是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重
要资金渠道，同时也应该成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展的重
要产业之一，省内应尽快出
台管理办法，加强管理，推动
基金业发展。

据了解，“金融博士沙
龙”以关注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为主要出发点，自第一
期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目前已举办四期，
每一期均提出很多富有建设
性的观点。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齐尧友 李明镜

金融资讯

我省开始编写
《海南金融蓝皮书》
拟设20个课题组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郗俊杰）日前，
记者从省金融发展促进会获悉，作为《中国金融
蓝皮书》之系列，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
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出版创新工程，《海南
金融蓝皮书》的编写工作在我省已经启动，该书
拟设20个课题组，其中的基金发展研究课题组
已于7月15日正式成立。

据了解，《海南金融蓝皮书》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授权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组织编
写，将单独成册，全册30万字左右，拟设的20
个课题组，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
等多个金融主要主题，旨在全面反映海南省
金融业发展现状，关注海南金融业重大创新
举措，研究新形势下的金融发展机遇，针对金
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具体
解决办法，并提出政策建议；本书还增设评价
体系，发布海南金融环境指数、“年度贡献奖”

“创新奖”“年度金融人物”和“行业标兵”等评
价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系列蓝皮书如《经
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法制蓝皮书》等，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家级智库和著名专
家学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通过科学方法归
纳分析，在对该领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
的权威年度报告。蓝皮书自发布以来，一直
深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已经成
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编制发展规划的重要
决策参考资料。

作为本地涉农
金融机构，海南农信
社始终以“农”为先，
助力农村产业发展，
致力于改善民生福
祉，让金融混合着
“泥土味”，为广大农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

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底，省农信
社累计发放涉农贷
款389.34亿元。

屯昌县乌坡镇很多农民在从事
槟榔加工业，槟榔的收购、加工、售
出，每个合作社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周
转资金，如果没有信贷支持，槟榔加
工厂可能就难以为继。对此，屯昌农
信社通过与担保公司合作等方式，每
年给予槟榔加工合作社充足的信贷
支持，支持当地槟榔加工业的发展。

乌坡镇胜虎槟榔加工合作社

里，社员彭盛祥正在引导工人进行
槟榔加工厂的电线设备改造。

该合作社目前有30个槟榔加工
炉子，由于营收良好，今年又新增加
38个烤炉，用电量将大大增加。记者
采访时，彭盛祥正抓紧进行电路改
造。据了解，槟榔加工每到8月份就
要忙碌起来，一般至次年1月收尾，眼
看已经7月份，合作社都在紧张地准

备加工厂开工前的筹备工作。
“每年都要贷款三四百万元，才

能应对加工时期的资金周转。”彭盛
祥说，由于收购槟榔时要先垫付资
金，而初加工的槟榔售出之后，货款
到账还有一段时间，因此，不贷款根
本无法应对几个月时间的资金周转。

同在乌坡镇上经营槟榔加工厂的
王敦琼表示，乌坡镇从2014年开始改

造槟榔加工设备，由原来的烟熏加工
改造成现在的锅炉烘烤加工，每个合
作社都要花费资金进行设备改造，这
一环节，农信社也及时给予信贷支持，
让合作社及时更新设备。

据了解，王敦琼做烟熏加工时，便
从农信社贷到第一笔5万元的贷款，
到现在成立拥有36个炉子的专业合
作社，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农信社一

直动态跟踪，及时给予信贷支持。“累
计贷款有1000多万元了，如果没有这些
信贷支持，槟榔加工厂根本难以维持下
去。”王敦琼说，大量的流动资金是加
工厂运转的关键所在，因此，农信社的
信贷支持可谓“雪中送炭”。

除了槟榔产业，农信社在全省范
围内大力支持涉农产业，截至今年6月
底，累计发放涉农贷款389.34亿元。

扶持产业发展 助农增收致富

广泛面向“三农” 助力民生持续改善

7 月 16 日，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2018年暑假第一期“阳光菁英实践基
地”正式开班。17名青少年将在未来两
周内，参加包括财富规划、金融实务、生
活体验、精英对话和体育精神等全方位
的培训和网点实践。

作为出国金融的增值服务之一，
“阳光菁英实践基地”不仅仅能打造光
大银行出国金融的品牌，还在践行社会
责任，关注教育，通过丰富多样的实践
活动，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为学生提供公益性培训平台

“最后的游戏，让我体会到做投资，
除了要整合信息作出决策外，还要面对
不同经济情况，不断调整投资计划。”本
期“阳光菁英实践基地”学员梁昌华说。

在“阳光菁英实践基地”第二天的
课程上，通过虚拟游戏，不少学员都有
领悟到审时度势地投资，并运用资产配
置技巧，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据悉，“阳光菁英实践基地”主要
面向有出国留学意向的16周岁（含）以
上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为其提供一个
学习金融知识、培养财富管理观念的
实践平台，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理
财观。

该活动将由具备多年金融实战经
验和研究经验的海口光大银行零售部

经理、理财经理亲身传授、讲解关于投
资理财、资产配置、市场分析等专业的
金融知识。为提高学员实践运用能力，
海口光大银行还将金融理论学习与网
点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银行基层
网点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作为组长，我应该更乐观、更大
方，不嗫嗫嚅嚅地说话。”学员宋厚曦
说。海口光大银行零售部的符云蕾是
历届学员的“班主任”，“通过培训，不少
孩子从一个腼腆的孩子变成了落落大
方的小大人，甚至开始对理财投资有了
自己的想法。”符云蕾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成功完成实践项目
的学生，将获得“阳光菁英实践”双语实
践证书，为今后出国留学增加筹码。

丰富出国金融增值服务链条

“菁英实践基地”项目是光大银行尝试
金融与教育结合的创新型项目，提供系统
化“国内+国际”社会实践的商业银行。据
海口光大银行零售部总经理陈文进介绍，
该项目将“金融教育+金融体验”的理念，服
务于有留学计划的中国学生和学生家长，
提供“金融实践+留学金融”的一站式服务。

作为光大银行零售品牌之一的出国
金融业务。至今，已经构成留学、商旅、移
民、跨境四大板块；形成以“出国+卡”为载
体，整合资信证明类、出国金融贷款类、外
汇结算类、预开境外银行账户类、资金存
管类等近30项产品和服务。

金融视角

深耕出国金融
海口光大银行推青少年实践计划

■ 海报全媒体中心记者 洪佳佳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
建设之金融探索

金融博士沙龙聚焦
海南自贸区下的基金发展
建言：发展基金要加快立法、加强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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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菁英实践基地”为有留学意向的青少年提供实践平台。海口光大银行供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05分 印完：4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微信信用卡还款
下月起将收费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汪慧）一直
以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进行信用卡还款给人
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方便。不过，习惯用微信
还信用卡的消费者要注意了，最近微信公布了
还款收费的新标准：自2018年8月1日起，对
每笔微信信用卡还款按还款金额的0.1%进行
收费（手续费的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最低
0.10元）。

此消息在朋友圈里炸了锅，市民也纷纷热
议。“在安全的前提下，免费的服务对消费者来
说当然是好事。没有了免费业务，以后可以通
过其他途径还款。”市民祝女士表示，她将通过
银行APP和云闪付APP还款。

除了微信之外，支付宝也有自己的信用卡
还款服务。记者注意到，支付宝信用卡还款规
则未见调整。据悉，目前通过支付宝手机端进
行信用卡还款，无论是给自己还是他人还款都
不收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