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今年9月末，累
计为86 家挂牌公司获得融
资7.75亿元。

●设立“科创板”和“天
使板”，服务于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企业，以及“双
创”企业和互联网企业。

●农业板“众筹海南”
项目，创新众筹3单，金额共
计290.5 万元，均已兑付成
功；实物众筹 24 单，金额

111.41 万元；扶贫众筹3 单，

金额57.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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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亲身参与到‘以购代捐’，
帮助贫困户的同时，也让广大职工
享用到一份绿色环保、经济实惠的
纯天然健康农副产品。”海口农商银
行相关负责人认为，消费扶贫是行
之有效的精准扶贫方式，这种扶贫
方式让农民凭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挣
钱，为他们带来脱贫致富的动力和

尊严。
对此，海南邮储银行琼中支行的基

层信贷员王德旺也有着相同的感触。
2016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加章村被指定为海南邮储银行的定点
扶贫单位，两年来，在该行信贷支持和
贴心帮扶下，加章村逐步发展起养羊、
养猪、山鸡等多元化养殖产业，一批批

合作社发展壮大起来。
产业发展了、资金也跟上了，如

何拓宽销路、打响品牌？这成为加
章村新的难题。

“加章村的山羊和山鸡美味地
道，所以我行结合实际情况一方面
加大加章村农副产品的推广，同时
与该村签订供销协议，承诺每年行

内购买加章村优质农产品金额不低
于 10 万元，帮助当地产业稳定增
收。”王德旺认为，与以往常见的捐
款捐物等“慰问式”扶贫不同，消费
扶贫新模式通过点对点对接，定点
帮扶采购贫困村的农副产品，能更
好地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树
立起他们脱贫与致富的信心。

“感谢农信社，不仅贷款给我养
羊，还让我销路不愁。”30头羊顺利
出售，家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
岭镇岭门村的王成安满脸欣喜地盘
算着收入，不忘连声感谢道。

王成安是农信社帮扶点的帮扶
对象之一，2017年，王成安向琼中农
村信用社申请到贷款后发展养羊产
业。大半年过后，王成安不但提前
还清了借款，还再次贷款扩大了养
殖规模。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成安却
有点犯愁。“养的羊越来越多，可是
这么多羊怎么卖呢，可是把我急坏
了。”

转机发生在今年9月。海口农商
银行相关负责人了解到王成安的情
况后，第一时间和他取得联系，购买
了30头羊消费近5.4万元。“如今，销
路也越来越好了，前两天我还接到了
新订单，我准备再多养一些。”没了销
路的后顾之忧，王成安对养羊事业更
有信心了。

像王成安一样，越来越多的贫
困户受益于海南金融机构的“消费
扶贫”暖心行动。

在海南农行的扶贫点临高县博
厚镇新贤村，该行与合作社通过签订
意向性框架购买协议，实现与该村凤
梨、林下鸡、咸水鸭等农产品的产销
精准对接。

海南银行则多方牵线，帮农产
品搭建线下销售渠道，一步步帮助
扶贫点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会村出产
的茶叶打响了品牌。海南银行普惠
金融部总经理黄国介绍说，“我们在
银行网点、食堂都设了展销位，有客
户、员工对茶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

试饮，并以优惠价购买。”
“我们在动员下辖19家市县行

社奔赴各市县的爱心集市、扶贫联
系点等购买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的
同时，在手机银行APP和‘HAI生
活’APP均开设了‘爱心扶贫专区’，
直接链接‘海南爱心扶贫网’，让更

多受众了解和参与消费扶贫。”海南
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农发行为帮助扶贫点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南坵村早日实现
2018年整村脱贫出列目标，促成企业
与琼中签署槟榔定向收购协议，携手
企业带领南坵村发展槟榔加工产业。

金融系统纷纷参与消费扶贫A

“以购代捐”激发脱贫内生动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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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银行与24家企业
共话助力消费扶贫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赠人玫瑰 手有余
香”“谁都不想贫困”“我们一起助力爱心消费扶
贫”……10月23日下午，海南银行召集24家企
业召开爱心扶贫恳谈会，会上，海南银行发起爱
心扶贫倡议，得到了与会企业的一致赞同，相关
代表企业还与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会村签订定向
购销协议。

据了解，什会村是海南银行的定点扶贫村，
自2016年开始定点扶贫，海南银行便开始实地
调研，找准产业，以“公司+农户+流动资金贷
款”模式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专项资金和智
力支持，目前什会村已重点发展了茶叶种植加
工、百香果种植、益智种植、五脚猪和山鸡养殖
等五大产业，每户贫困户至少参与2至3项产
业。

目前，产业成型，产品都处于可销售状态，
为助力农产品销售，帮助贫困户增收，海南银行
正在探索通过农旅结合，挖掘农产品价值，夯实
消费扶贫供给基础，同时，线上线下并重，发掘
和宣传扶贫产品，不断拓宽农副产品销路。

海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年生表示，爱
心消费扶贫是企业可以为贫困户做的实实在在
的事情，为了助力爱心消费扶贫，对于热心消费
扶贫的企业，海南银行将在贷款利率上给予一
定的优惠。同时，海南银行已动员全体员工积
极参与海南爱心扶贫网的推广，倡导全行所有
的客户企业加入到消费扶贫的行列，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渠道帮助贫困户销售产品，为我省脱
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

银行扶贫之道，“以购代捐”见效——

农产品走俏 贫困户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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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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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消费扶贫”长效机制C

琼中33户胶农获1.67万
天然橡胶收入险赔款

本报营根10月24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何方远）自我省天然橡胶收入保险推动大会
后，10月22日，首单投保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营根镇新市村的33户胶农，获得人保财险琼
中支公司支付的赔款16794元，投保仅22天就
获得赔款，胶农欢喜，纷纷交口称赞。其中，本
次受益的最大户是村民潘理宗，获得保险理赔
1550.25元。

按《2018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的规定，今年省政府将天然橡胶收入保险纳入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畴，为此，省农业保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积极组织协调省种养业共保体
的主承保人，率先在琼中县开展天然橡胶的试
点推动工作。

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作为全省种养业共保
体的主承保人，9月30日，人保财险琼中支公司
为营根镇新市村的33户胶办理了投保手续，保
险该村胶农种植的橡胶面积1066亩，每公斤干
胶的目标价格为15元。

据悉，琼中是我省民营橡胶种植的大县，胶
农对橡胶收入的依存度高，近年来由于胶价的
持续下跌，造成胶农的经济收入大幅缩水。为
稳定橡胶价格，琼中积极推动天然橡胶收入保
险战略的实施。

为了让投保的胶农看到成效，省农业保险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强调要尽快做好赔付工
作。为此，人保财险琼中支公司启动营根镇新
市村的承保工作后，与投保胶农约定今年两个
赔付区间的具体日期，第一期为10月1日至15
日，第二期为10月16日至11月30日。第一个
赔付期满之后，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积极与胶农
核对损失，及时兑现了首期的赔款。

累计为86家挂牌企业融资7.75亿元

海南股交深化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消费扶贫是精准扶贫的一种
创新理念，是行之有效、雪中送炭的
精准扶贫方式，是将爱心行为、慈善
行为与经济行为、消费行为、投资行
为等有机结合，人人皆愿为、人人皆
可为、人人皆能为的创新扶贫模
式。”农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林廷亚

总结道。
据悉，海南农行已向全体员工发

出倡议和号召，动员大家争做消费扶
贫达人，积极购买扶贫农特产品；争
做爱心帮扶先锋，踊跃结对帮扶贫困
群众。该行还积极利用农行“惠农e
商”、掌银等平台，将龙头企业、电商

企业和贫困户连接起来，畅通和拓宽
贫困户销售渠道，创建互联网服务三
农+金融扶贫的新模式。

海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年
生表示，海南银行将参与什会村美丽乡
村、共享茶庄和民宿改造等建设，以“田
园综合体”“共享农庄”为切入点，以“农

旅结合”的方式来增加什会村的产品和
服务，并继续拓宽什会村农副产品的销
路。“除了将员工食堂定点采购、农副产
品展销柜从总行扩展到有条件的分支
行，海南银行的网站、微信等渠道也会
添加海南爱心扶贫网的链接，让全行员
工关注、推广。”

土鸡、土鸭、黑猪、
黑山羊、野生蜂蜜等农
副产品在展销台上一
字排开，问价声此起彼
伏、成交不断……日
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中平镇南坵村的
村委文化广场，品种繁
多、质优价美的农副产
品不一会儿就被海南
农发行的行领导和员
工代表们一购而空。

这是海南农发行
在定点扶贫村开展消
费扶贫活动的热闹场
景。连日来，海南银行
业积极响应省委、省政
府开展爱心消费扶贫
的号召，纷纷通过与定
点扶贫村签署购买协
议、开展“以购代捐”活
动等形式，“点对点”对
接贫困户需求，促进帮
扶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
享受到金融系统践行
“消费扶贫”带来的“甜
头”。

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作为我
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
阵地之一。今年8月底，证监会
组织召开了区域性股权市场规
范发展座谈会，这在国内尚属
首次，对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更好地服务和培育中
小微企业，如何多渠道促进中
小微企业实现融资，如何服务
海南重点产业及实体经济发展
壮大，是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以
下简称海南股交）一直在做的
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南股
交已为86家挂牌企业获得融
资7.75亿元。据悉，今年内，海
南股交将成立三亚分中心，服
务海南南部片区的中小微企
业。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卢诗婷

近年来，海南股交采取股权融
资、发行可转债、实施众筹等方式，
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

可转债由于其发行门槛和融资
成本相对较低，操作灵活等特点，比
较契合中小微企业需求，备受热
捧。海南股交于2017年6月推出了
首单中小企业可转债产品，截至目
前，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累计
为10家企业发行可转债13单，募集
金额共计2955万元。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9 月
末，海南股交已累计为86家挂牌公

司获得融资7.75亿元，其中，25家
挂牌公司获得股权融资2.7 亿元，
64家挂牌公司获得银行融资4.99
亿元。

海南股交基于农业板打造的
“众筹海南”项目，为海南农业企业
实现直接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通
过该项目，为本土优质农业企业量
身定制融资方案，均获得良好成
效。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末，
海南股交累计成功发行创新众筹3
单，筹集金额共计290.5万元，均已
兑付成功；累计成功推出实物众筹

24单，募集金额共计111.41万元；
通过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成功发行扶
贫众筹3单，筹集金额共计57.46万
元。

今年，海南股交专门设立了“科
创板”和“天使板”两个特色板块，专
注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以及“双创”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为
其提供有针对性的高效服务。

据悉，海南股交正在研究以股
权质押、基于科创板的知识产权质
押及增信进行融资的业务，不断拓
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多渠道融资 深化服务助企业实现直接融资

对挂牌企业进行辅导、规范和
培育，服务企业发展，促进企业融
资，是海南股交的社会职责所在，也
是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
本市场基石的重要功能。

自成立起，海南股交便设立了
“咨询、沙龙、培训、路演”四大服务
平台，并持续开展活动。截至目前，
共举办了23场挂牌企业路演活动、

63场培训活动、64场咨询活动、27
场企业交流活动以及数次大型资本
市场培训活动。

海南股交还于2016年底正式
启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工程”，
深入海南省各市县，将政策、资本市
场和现代金融服务送到基层，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政策解读、投融资、企
业管理、财务、税务、法律培训咨询

等专业服务。
通过这些活动，海南股交逐步

摸索出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模式，
锻炼了自身团队的服务能力，也促
进了挂牌企业的规范发展和对优质
企业的培育。

为完善区域布局，海南股交计划
在今年内成立三亚分中心，以更好地
服务海南南部片区的中小微企业。

完善区域布局 成立三亚分中心服务南部片区

我省为近10万残疾人
提供综合人身保险保障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海南省残联联
合平安养老海南分公司，为我省9.91万重度残
疾人提供了综合人身保险，为重度残疾人的意
外身故、意外残疾、意外医疗等按约定担负保险
责任。

据了解，意外残疾保险根据伤残一至七级
分别按照10%至100%不等的赔付比例进行赔
付。被保险人每次因遭受意外事故并在医院进
行治疗的，本公司就其该次意外事故发生之日
起180日内发生的、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规
定的合理医疗费用，在扣除约定的100元免赔
额后，按约定的100%给付比例给付意外医疗保
险金。

被保险人不论一次或多次遭受意外事故而
造成合理医疗费用的，均分别给付意外医疗保
险金，但累计给付金额以该被保险人的意外医
疗保险金额为限。

据介绍，为海南省残疾人建立了商业保险
计划，是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坚持贯彻以残疾
人为中心的思想，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改善
残疾人社会保障状况，积极探索建立具有当地
特色社商结合化保障体系的有益尝试，是落实
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的又一民生举措。

海南股交服务升级

制图/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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