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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近4000笔,融资功能凸显

金融资讯

盘活
“两权”滋润“三农”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2016 年，我省开始“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
我省
“两权”
抵押贷款试点进展顺利，
有力地支持了小农
户生产经营。截至今年8月末，
东方市、
屯昌县和文昌市三个农地试点市县共发放农地抵押贷款470笔，
金额1.4亿元，
贷款余额
1.12亿元，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昌市两个农房试点市县共发放农房抵押贷款3488笔，
金额1.50亿元，
贷款余额8781万元。

“沉睡”资产变“活钱”
在屯昌县屯城镇加宝村，养殖户
50 岁的付文涛算是多年的资深
付文涛的养猪基地常有客人光顾，订
养殖户了，但是规模一直较小。近几
单不断。
年，随着经验积累，付文涛萌生了扩
“建了专业的猪舍，扩大了规模，
大规模的计划，
“但是建猪舍、建环保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看着专业化
设备都需要大量资金。
”
温控、湿控、通风、供料环境下，一头
一筹莫展时，
恰逢海南
“两权”
抵押
头“快乐成长”的小猪，付文涛眼里全
试点政策落地，
屯昌农商银行信贷员林
是笑意。
“ 还得感谢‘两权’抵押贷款
芳利当即主动找到付文涛，
建议其办理
政策，解决了我的资金紧缺的问题。” “两权”
抵押贷款。很快，
在经过进一步

的实地考察后，
付文涛凭借承包的几十
亩土地，
拿到了100万元的贷款。
利用这笔资金，
付文涛打造了 10
栋崭新的猪舍，修建了专业的粪便处
理池，开启了专业的生态养猪之路。
如今，
他的养殖基地达到8000 多平方
米，在海口和三亚都有了稳定的销售
渠道，
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养猪大户。
东方市八所镇上名山村村民苏二

强也是
“两权”
抵押贷款的受益者。
“贷
款之前，我们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是来
自种植南瓜和承包的5亩鱼塘，
遇到台
风等自然灾害，一家人就只能靠借钱
过日子。”提及过往，苏二强颇有感
触。如今，
在东方农信社 8 万元
“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支持下，
苏
二强发展起鱼、鸭、鹅等多元化产业，
年收入达8万元。

下活“两权”资源这盘棋
所谓
“两权”
，
指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
这是农民的主要
资产，
也是农村
“沉睡”
的资产。
“两权”
抵
押贷款，
主要指农民可以通过土地经营
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作抵押进行贷款。
在海南，东方、屯昌、文昌为农村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市
县，文昌、琼中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荣程新材挂牌

海南新三板企业
达40家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 曾丽园）记者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获悉，海南荣程新材
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已于日前正
式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开挂牌转让，
证 券 简 称 荣 程 新 材 ，证 券 代 码 为
873053。据统计，截至目前，在新
三板挂牌的海南企业数量为 40 家。
荣程新材是一家致力于工程项
目终端新型材料供应链企业，为海
南荣程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企业
成员，为海南本土龙头企业。目前
该公司与海航集团、华菱钢铁集团
等世界 500 强企业，签署了长期战
略合作伙伴协议，并在造船、国防建
设、机场、特殊结构钢领域开展了长
久稳固的合作。
其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该公
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016.77
万元，实现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96.73 万元；2017 年实
现营业收入 34685.44 万元，实现归
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33 万元。

押贷款试点市县。
两年来，以涉农机构为主的各金
融机构积极响应政策，立足海南农村
发展情况，主动对接产权改革催生的
金融需求，积极摸索，大胆创新，稳妥
推进“两权”抵押贷款，为乡村振兴注
入金融活水。
作 为 海 南 支 农 主 力 ，截 至 8 月

末，省农信社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贷
款 3334 笔，金额 13991 万元，发放土
地承包经营权 288 笔，金额 9519 万
元。
海南邮储银行在“三农”领域精
心耕耘多年，也积极推广“两权”抵押
贷款，目前在屯昌支行发放“两权”抵
押贷款取得一定成效。

“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
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
”
海南邮储银行
相关负责人认为，
在海南农村，
两权抵
押贷款宣传力度依然不够。
“我行将加
大业务宣传力度，不断简化贷款流
程。”据悉，该行已经根据我省实际情
况向总行争取相关政策及制度修订，

增加
“两权”
抵押贷款的可得性。
海南省农信社普惠金融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两权”
抵押贷款试点业务是
今年金融支农的重点工作。下一步，
将
继续完善、
丰富现有
“两权”
抵押贷款产
品和服务方式，
并配备更多信贷资源，
进一步简化、标准化相关操作流程，
加
大投放力度，
惠及更多海南农户。

海南地方交易所路在何方
建议：
结合实体经济 支持业务创新 凸显地方特色

？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海口农商银行市府支行
和紫园路支行开业
营业网点达64家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秦娇）近日，海
口农商银行市府支行和紫园路支行同时开业，
至此，海口农商银行营业网点达 64 家，更加有
利于为广大客户送去更高效、更便捷、更贴心的
金融服务。
新开业的海口农商银行市府支行和紫园路
支行，辐射海口市政府和王府井百货商圈，业务
种类齐全，优良的营业环境，全新的视觉感受，
便捷的自助设备让前来业办理业务的顾客赞不
绝口。
“ 海口农商银行的产品非常好，工作人员
的服务也十分贴心，今后办理业务更加方便
了。”客户王女士开心地说。
海口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海口
农商银行的新成员，市府支行和紫园路支行将
以做好政企、银企对接为先导，依托政务平台和
商圈优势，为海口农商银行政务金融和银企金
融的发展打好基础，搭好平台、充分发挥自身定
位优势、特色产品优势、服务领先优势。在海南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
的走内涵式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努力在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海口农商行的工作人员正向市民介绍金融
产品。
海口农商行供图

海口民生银行助力
我省石材业快速发展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11
月 2 日，中国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与海南省石材
协会在海口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根据
协议，双方将在授信业务、资金管理业务、个人
金融业务、联名信用卡业务及个性化金融业务
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为本省石材企业提供
丰富的金融服务，共同推动我省石材行业健康、
快速发展。
据悉，海南石材资源储量丰富，点多、面广、
储量大，遍布全岛的石材企业达到 1000 余家，
为海南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南省石
材协会作为省内组织架构较为庞大的行业协
会，一直充分发挥产业联盟优势，助力本省中小
石材企业蓬勃发展。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副行长李炜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合作，双方可以充分发挥优势，围绕服
务小微企业、服务海南实体经济等领域，探索新
型银企合作新模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指出，
支持依法
合规在海南设立国际能源、
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
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今年
10 月份印发的《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也明确指出，支持开展橡胶
等大宗商品现货离岸交易和
保税交割业务等。
虽然目前我省交易所
成 交 体 量 不 大 ，但 是 事 实
上，今年 4 月以来，我省各
相关部门就交易所的发展
开始了谋划和设计，希望通
过业务创新、引进国内外战
略合作等方式，逐步探索、
加快推进我省建设高水平、
开放型的交易场所。
广源隆作为海南股交中心优质挂牌企业，通过该中心海惠盈平台发行可转债并成功获
得 100 万元融资，有效解决了公司融资难题，推动了公司进一步发展。 海南股交中心供图

琼股前三季度
营收978.87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海南日报
记者从证券交易平台获悉，截至 10
月 31 日，海南辖区 31 家 A 股上市
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报告全
部披露完毕。前三季度，海南辖区
31 家 A 股上市公司营收规模实现
978.87 亿，净利润实现 27.43 亿。
据了解，营业收入规模前五名
分别是海航控股、海航基础、中钨高
新、京粮控股和海南橡胶。营收合
计占海南辖区总营收规模的比例为
75.73%。净利润规模前五名分别
是海航基础、海航控股、海南橡胶、
罗牛山和海南海药。净利润合计占
海南辖区净利润总规模的比例为
110.14%。
净资产收益率前五名分别是普
利制药、罗牛山、海峡股份、海南高
速、海南海药。净资产收益率分别
为 15.67%、10.38%、5.84%、5.75%、
4.87%。

我省有7家存量交易所
海南日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目前，海南省共有 7 家存量交易
场所：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海南国际
商品交易中心、亚联盟金融资产交
易中心、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海
南产权交易所、洋浦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海南省公共资源平台交易中
心。
其中，归属金融部门监管的要
素与商品类交易场所包括：海南产
权交易所、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亚联
盟金融资产（海南）交易中心、海南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海南国际商品
交易中心、洋浦国际能源交易所 6
家。海南省公共资源平台交易中心
主要为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进行的
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土
地使用权与矿业权出让转让、国有
产权交易、药品及医用耗材集中采
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提供交易服务。
据了解，海南产权交易所成立
较早，主要经营国有产权挂牌转让，
经营情况稳定。海南股交中心是海
南省内唯一合法的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运营机构，经营状况良好，挂牌
企业数量与融资金额均稳步增长。

亚联盟金融资产（海南）交易中心设
立时间较短，目前已完成交易系统
的顺利开发、测试及上线运营。海
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目前主要进行
橡胶业务的交易。
从截至到今年 9 月份的交易数
据来看，我省目前交易所交易体量
不算太大。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对标习近平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中提出的
“支持海南依法合规设立国际能源、
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
权等交易场所”，海南省政府各相
关部门也在加强政策研究，对接国
内外相关交易所开展考察，探索交
易场所经营模式，进行我省交易场
所顶层设计。

现存交易所积极参与
自贸区建设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
背景下，探索新的交易场所运营模
式的同时，海南目前存量交易所也
在积极迎接新机遇，找寻新的发展
机会。
“我们要积极对接产权转让、增
资扩股、资产处置、兼并重组、改制

上市等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引导
各方资本通过海南资本市场寻求合
理的配置，实现价格发现和资源优
化配置。”海南产权交易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时机成熟时，要推出
产权交易指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产权类型建立交易价格趋势指数，
为交易各方提供决策参考，形成可
追溯、可评价的产权交易数据库。
并探索建立与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
协同衔接，通过开展交易业务和金
融 服 务 ，积 极 与 国 际 国 内 证 券 市
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开展合作，
推动相互补充和融合的格局进一步
深化。
据了解，目前，海南产权交易所
已经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广东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等多家交易场所就自贸区建设背
景下的产权市场服务功能、业务品
种如何创新进行了磋商，并达成战
略合作共识，进一步落实做强做优
做大产权交易市场事宜。

业内人士共谋交易所
发展新方向
谈到我省交易所发展的具体方
向时，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首先，要抓紧完成战略
投资者引入工作，完善各类交易场
所组建方案并报批。争取中央部门
在交易场所监管政策和行业政策上
的支持，海南出台金融支持等相关
政策，构建交易场所政策优势；支持
交易场所开展业务创新，在天然气、
邮轮游艇、热带商品、东南亚企业股
权、金融衍生品等交易上由海南抓
紧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立“一带
一路”运价指数、产权交易指数、橡
胶等大宗商品指数等，提升海南交
易场所影响力。
“加大海南交易场所国际化力
度，以股权、航运、大宗商品交易场
所牵头形成区域有影响力的国际化
交易中心，实现跨境挂牌、投资资金
自由流动。同时也要完善海南交易
场所规划和配套制度，加强交易场
所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支持海南交
易场所依法合规发展。”该负责人表
示。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
表示，海南未来交易所发展可能要
注意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怎么样以
交易所的发展来推动实体经济的特
征的有机结合；第二个就是能够在
全国的整个交易所网络中找到的位
置，打出自己的特色优势。

签约仪式现场。海口民生银行供图

海口光大银行推“双11”特色存单

让存单数字来
“说”
出爱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洪佳佳）
通过各种有寓意的数字组合，将“存单”与“祝
福”融为一体。日前，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推
出兼具传统文化、创意巧思的“寄爱存单”和“祈
福存单”两款特色存单新产品。
特色存单有别于普通存单，质纸精良、画面
独特，具有仪式感和设计感。在特别的日子里，
为他（她）存入“爱你一生一世”的 20131.4 元，
用存单的数字来“说”出爱，寓意“寄其希望，爱
及生活”，助力“脱单”，光大这款“寄爱存单”在
双 11 前推出，备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母亲节和
父亲节那天，为父母存上一张 666 元、2099 元或
99999 元的“祈福存单”，让亲情富有温度；孩子
从步入高中那一天，为他存入 666 元、985 元、
21100 元 的 升 学 期 许 ，寄 望 三 年 后 金 榜 题 名
……特色存单不仅具有定期存款整存整取的功
能，更加载了对长辈、对爱人、对孩子的美好祝
福。
据悉，光大特色存单可以开立存款证明，还
可以办理质押贷款。
本版策划/洪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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