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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海南分行今年
发放助学贷3.66亿元
惠及全省5.13万名贫困学生

省内外专家建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打造新时代金融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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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海南首家
智慧网点开业
超95%柜台业务可自助办理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建言：围绕海南优势产业进行金融创新

建言：发展跨境业务要守牢风控“生命线”

金融焦点 在11月26日举行的2018海上丝绸之路（海南）金融高峰论坛上，来自省内外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主题展开研讨，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出许多建设性建议。

云闪付APP已进驻13所院校

建言：利用政策优势发展离岸业务

金融资讯

亚太金融小镇
入住企业84家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谢华荣）海南
日报记者从国开行海南分行获悉，近日，海南省
已顺利完成2018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
放工作，国开行海南分行共发放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3.66亿元，支持省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13万名，其中，资助大学新生1.69万名，占本
年高考学生人数的29%，发放金额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国开行海南分行是我省唯一开办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的银行，发放助学贷
款，该行一直创新管理方法，在省教育厅的合力
推动下，2017年海南省率先实现全省助学贷款
电子化受理，合同电子化率100%。2018年继
续采用电子化方式办理。同时，本年国家开发
银行海南省分行进一步优化助学贷款服务技
术，借款学生可通过学生在线系统上传部分中
贷材料，从而提高现场办理的效率，减轻县级资
助中心档案管理压力。

据介绍，自2008年业务试点以来，国开行
海南分行累计发放助学贷款23.7亿元，惠及学
生36.7万人次，充分发挥了助学贷款教育扶贫
的作用，有效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林慧）近日，农行
海南分行首家智慧银行网点——省行营业部辖属
国瑞支行盛大开业，该营业网点既是一家全功能
的银行网点，更是一个金融创新服务的体验中心。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新的智慧网点
配有智能服务区、互动体验区、贵宾服务区、综合
服务区、沙龙区等，能够充分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需求。此外，该行还拥有人脸识别系统、大
堂智能机器人、交叉互动营销屏、VR视觉体验眼
镜等高科技产品，将使前来办理业务的每一位客
户感受到“智慧银行”独一无二的金融服务体验。

网点通过智慧布局，打破传统柜台固化束
缚，推进网点岗位融合管理，为来行客户提供

“随时随地、一点触发、多点对接、全程协同”的
“一站式”金融服务。以超级柜台为核心，大额
现金柜台、纸硬币兑换机、互联网体验机、票据
柜、扫码收付、新型打印柜等为辅助的“1+N”智
能化业务处理模式，实现95%以上传统人工柜
台业务由客户自助办理。

同时，引进AI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迎宾
机器人等，实现客户身份自动识别、产品智能推
荐，带来全新、智能、高效的人机交互体验。

农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智慧银
行网点有着传统银行网点无可比拟的竞争优
势，代表着未来金融服务的发展方向，该行将始
终坚持以信息技术为引领，充分运用先进的金
融科技创新成果，为客户提供让客户参与、由客
户主导的“未来、科技、互动”全新的、颠覆性的
高品质金融服务。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亚太金融小镇获悉，近日，海南旭日盛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在基金业协会已成功备案，可以开展
业务。截至目前，小镇已入驻企业达84家。其
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73家，注册资本10.56亿
元，基金7家，发起规模为13.52亿元，已在中国
证券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的7家。

海南旭日盛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基金业
协会已成功备案，这是一家注册资本1000万
元，原来办公地在重庆市渝中区，从事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基金管理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
目前，公司所有在职员工都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登记备案和私募基金管
理人备案是基金公司发行产品的重要环节。目
前，三亚亚太金融小镇基金公司在基金业协会
登记产品8只。

据了解，三亚亚太金融小镇于2017年1月
成立，是海南第一个基金小镇，随着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私募基金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发展会
越来越好，私募基金将从多个方面促进海南实
体经济发展。

聆听了众多国内金融业内人士
对海南金融创新发展的建议，海南银
行业协会也在进行建议的搜集和下
一步谋划。

海南省银行业协会研究委员会

主任、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刘
丹表示，海南省银行业研究委员会将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自由贸
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
通知》的具体要求，在六个方面加强

调查研究，持续推进海南银行业服务
创新。一是推动自贸试验区金融业
务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二是推
进海南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三是
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升贸易投资便

利化水平。四是创新金融服务方
式，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五是
深化区域金融开放创新合作，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六是加强金融风险
监测评估，切实防范金融风险，提出

切口小、见效快的工作措施，着力打
通银行业金融服务工作的堵点、难
点，推动金融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中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本报讯 中国银联联合产业
各方为海南省内院校提供的“智
慧校园”综合支付解决方案推进
10个月来，全省已有13所院校上
线，占海南地区全国高等普通院
校的 50%以上，上线院校月均交
易量为70万笔，惠及在校师生超
4万人。

中国银联“智慧校园”从在
校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
的支付需求出发，为各高校提供
了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务。全省

已上线的院校分别是海南大学、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工商职业学
院、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科
技职业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海南省农垦海口中专学校、
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外国语
职业学院、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三亚
学院、东方市职业技术学校。
后面还将陆续将其他高校纳入
其中。

海南大学是第一家云闪付

APP进驻的试点院校，银联为每台
校车安装了移动支付扫码设备，学
生们只需使用银联二维码扫码或
手机闪付，便可完成付款，坐上校
车，每天为在校师生提供5000多
人次1分钱校车服务。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等院校作为省内首个移动支
付示范校园，均实现了“手机在手，
走遍校园不用愁”，食堂的优惠活
动尤其受到师生欢迎。

“智慧校园”的建设不仅惠及

学校师生，对于校方而言，受理银
联移动支付产品，账务管理更加
方便，同时有效保障学校资金、信
息的安全。中国银联将在更多学
校推动“智慧校园”落地，全新布
局高校食堂、商超、宿舍、图书馆
等师生日常生活场景，提供包括
线下支付、身份识别、充值缴费、
门禁识别等多种功能在内的校园
服务，为高校师生创造更加便利、
舒适的校园环境。

（撰文/晓蕾）

说到金融创新，大家首先想到的
是银行、保险、证券等各类金融机构。
那么，海南自贸区的金融创新该从何
处着手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夏斌给出的答
案很直接，那就是先结合本地发展优
势，把金融可依附的产业做大，在此基
础上进行创新。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
高级经济学家李文龙也指出，海南可
以从消费、投资及对外交流合作三个
方面进行金融创新。

“在消费方面，应着重发展服务
业、养老产业、旅游业。在开放服务
业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及开放服
务业对海南是非常好的契机；加快完
善全覆盖的养老体系；积极拓展国内

旅游市场，完善国内旅游基础设施及
提升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业发展。”李
文龙说。

此外，在投资方面，提升、改善营
商环境，进一步鼓励及稳定私人投
资。同时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大吸引
外资，切实保护投资者权利。海南正
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跟东盟等周边
的贸易投资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地理优势。在对外方面，首先加速与
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
互通，然后推动自由贸易发展。

李文龙说，总体而言，海南应汇
聚养老休闲人群，形成养老保险金融
中心，利用海南独一无二的生态养老
环境，开发高净值人群，发展私人财
富管理中心；依托绿色生态环境，构
建绿色金融中心；构建高品质软硬

件，建设国际交流中心。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周颖刚在论坛上建议，旅游业是
海南的重点产业，海南可发挥“旅
游＋”的强大渗透力，推动旅游与相
关产业的跨界融合，大力发展“金融
旅游”，即以跨境投资和财富管理为
主题的新型旅游服务，推动海南金融
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在
论坛上表示，海南要利用区位及政策
优势，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

黄剑辉指出，与上海相比，海南
发展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明显：一是战
略地位上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海

南“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定
位超越已有自贸区，更多注重经济层
面范畴。二是地理区位上有作为离
岛的天然便利。海南是一个相对独
立的地理单元，且有天然的海运和
多港口基础，这使得海南发展自由
贸易，实施离岛免税、离境退税、离

岸金融等政策拥有明显的区位优
势。三是在政策基础上，海南自贸
港战略规格高、起点高。海南自贸
港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规格和
起点之高超出预期，未来将有可持
续的政策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汉清经济与金融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陶然也有类似建
议。他表示，海南应当对标新加坡，
从政策法规、行政服务体系、金融开
放等多个角度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建
设成东南亚最大的离岸法区。

陶然指出，推动海南设立新的大
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允许外资自由

流入流出海南岛参与交易，享受对标
香港的资本项下完全可自由兑换。
考虑把橡胶、棕榈油等热带商品的期
货交易市场放在海南，还可以建立热
带主要水果的期货交易市场，从而对
东南亚乃至拉丁美洲、南美的香蕉等
大宗水果定价产生影响。

夏斌表示，要吸引更多金融机构
进驻海南，同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要讲风控，建立FT账户的
前提是必须有金融机构进海南，FT

账户的资金要围绕实质性的贸易及
正常的境内外投资。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张湧认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港，首先要在金融方面构成在岸和离
岸融合的金融体系，企业通过自由贸
易账户，与国外的资本市场对接，资金
可以自由流入。跨境融资和跨境投资

对自贸区来说是一条“生命线”，这条
“生命线”需要高效的管控措施以确保
风险可控，这个风险可控的机制就是
FT账户体系，每一笔资金的进和出每

秒钟都可以被央行监控到，这条“生命
线”必须建在“高速公路”上，必须有各
种各样的“卡口”“摄像头”，在金融创
新中，风险防控关要严守。

思考：本土金融机构的“六个创新路”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秦
娇）11月2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海口
中心支行主办，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海口农商银行协办的“央行支付
清算系统 国家金融基础设施”主题
宣传活动走进海口市白龙综合市
场。“央行支付’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了，
又快又安全，而且和我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市民符明宇说。

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向社会普
及央行支付清算系统知识，提高公
众对支付清算系统的认识，展现央
行清算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风貌。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人民银
行切实履行中央银行作为支付体系
组织者、运行者和监督者的职责，大
力推动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为社会
提供更先进、更安全、更便捷的支付
清算平台，便利百姓生活。

“央行支付”走进百姓生活——

“用起来真方便，又快又安全”

助学贷款发放工作现场。国开行海南省分行供图

⬅11月27日，“央行支付清算
系统 国家金融基础设施”主题宣传
活动走进海口市白龙综合市场。

海口农商行供图

琼海邮储银行
挂牌8个“信用村”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
慧）今年以来，邮储银行琼海市支行将信用
村建设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为广大农
户开辟一条受理优先、手续简便、利率更低
的绿色贷款通道。该行在全市范围内成功
建立了8个“信用村”，截至10月份信用村
放款40笔，金额424万元，有力助推了当地

“三农”发展。
同时，邮储银行琼海市支行在充分发

扬邮储银行小额贷款产品“阳光、透明、便
捷”的优势，改进营销模式，“送贷款上门”，
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