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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农夫笑，晨昏入地忙。进入
12月，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五大村
的哈密瓜产业迎来丰收季。村头一
个接着一个的哈密瓜大棚里硕果压
枝，不时传来瓜农的阵阵欢笑声。

在五大村的便民服务站附近，记
者在路边看见了“密瓜楼”指示牌，顺
着村道往里走，村道两旁立着几十幢
错落有致的小洋楼。五大村党支部
书记符瑞祥告诉记者，“这是种哈密
瓜赚了钱的村民的新家，所以我们就
把这些房子叫做‘密瓜楼’。”

“几年前，村民靠种甘蔗、地瓜
为生，一亩甘蔗收入300元，而现在，
村民靠种哈密瓜致富，一亩地最少
能赚 3000 元。全村 1042 户，5480
多人，现在人均已达1.5万元，成为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符瑞祥介绍
说，海尾镇五大村是一个以种植哈
密瓜等收入为主的行政村，农业用
地面积21620亩，近几年，五大村通
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主
导产业和“一村一品”，建设哈密瓜
种植基地。

创业初期，土地的改良和种植的
启动资金成为制约该村农业发展的
关键因素。“说到资金问题，真的离不
开银行的支持。”符瑞祥感慨道，五大
村从2013年开始获得邮储银行信贷
资金的帮助，特别是自2017年授予

“信用村”后，随着贷款门槛的降低和
额度的提升，该村的致富内生动力被
进一步激发。“今年也一样，银行的支
持总是如约而至。根据目前的市场
行情，今年有更多的种植户尝到甜
头。”

海南儋州的黑皮冬瓜产业也受
益于“金融活水”滋润。“手中有钱，我
的底气更足了，感谢农信社的支持。”
儋州木棠镇篓根村委会篓根村村民
吴三会直言，是省农信社的信贷资金
解了他燃眉之急。

儋州素有“中国黑皮冬瓜之乡”
之誉，木棠镇则是黑皮冬瓜主产区。
今年入秋，吴三会放下了开
三轮车的营生，种了20亩
的黑皮冬瓜。瓜苗长势好，
农机设备和购置化肥的资
金却让他犯了难。幸运的
是，省农信社小额信贷技术
员何健科在走访中了解到
他的情况，当即为其办理了
5万元贷款。“预计明年5月
会迎来一个好收成！”吴三
会说。

资金来的如此及时，得益于各涉农机
构立足海南地域特色，在政策和资源等多
维度向“三农”倾斜，不断加大对广大农
民、农企的扶持力度，及时“送贷上门”。

作为我国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省
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农业有着巨大优势，
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和种植反季节瓜菜
是海南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而“三
农”市场资金需求有季节特征，进入冬
忙期，海南省内各金融机构加快了信贷
产品在农村市场的落地，做到不误农
时、农需，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优质
的金融服务。

“ 大概9月份起，各地种植户资金需
求就多起来了。”海南省农信社一位信贷
员告诉记者，在陵水、乐东、三亚等市县，
冬季瓜菜种植成为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来
源之一，比如陵水的圣女果、三亚的豇豆，
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摇钱树”。

“我们结合各市县特色，要求各行社
的信贷员及早摸清农户资金需求季节特
点和变化，积极跟进‘三农’金融服务。”
海南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社通
过下乡镇开展政策宣讲、走访农业种植
业大户等方式，将市场广阔、带动辐射作
用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作为信贷支持重
点，在贷款投放上，优先考察，优先安排，
优先发放，增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后劲。

而对于千千万万资金需求短平快的
小额贷款户，省农信社各网点信贷人员多
次主动深入村镇一线，做到及早对接，重点
对农户生产、经营所需的化肥、饲料等冬季
农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农民资
金投放和缺口等情况，为他们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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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整治
非法证券投资行动

农时值“冬忙” 银行“送贷”忙

金融“春水”“贷”丰年

本版策划/洪佳佳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邮储银行开辟银企合作新模式
支持产业上下游共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12 月 12 日，备受
期待的2018年海南冬
交会如期而至。8.5万
平方米的展区内，累累
硕果琳琅满目，吸引了
全国各地农副产品客
商云集于此，争相定购
海南冬季优质农产品。

冬交会已成为海
南越擦越亮的金字招
牌，这是海南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加快发展的
成果，这背后，也有海
南金融业对海南热带
农业的默默支持。就
在冬交会开幕首日，作
为本土金融主力机构，
省农信社更是把金融
服务带到冬交会现场，
对有资金需求的海南
春光食品有限公司、临
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
公司等 8家企业给予
8.36亿元现场授信。

作为支持“三农”
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
来，海南金融业一直在
加大对“三农”领域的
信贷支持力度，助力海
南农业提质增效，打响
品牌。特别是以海南
省农信社、海南农行、
海南农发行和海南邮
储银行为主的涉农金
融机构，在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金融服务等方
面不断创新服务，为农
村发展铺就了一条“金
光大道”。

金融焦点

开设“广发励志班”致力教育扶贫

广发证券结对帮扶
白沙和临高

金融资讯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文达）12

月12日，广发证券在海口市举行“一司一县”结对

帮扶签约仪式暨金融扶贫培训班，结对帮扶白沙

黎族自治县与临高县，与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

学院合作开设“广发励志班”，开展以扶贫攻坚为

目的的金融知识专题培训。

广发证券纪委书记程怀远指出，为切实发挥

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助力海南

省脱贫攻坚工作，广发证券在结对帮扶五指山市

的基础上，新增结对帮扶白沙黎族自治县和临高

县。广发证券将帮扶两县开展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教育扶贫和公益扶贫等项目，切实增强两县的

自我发展能力，推动精准扶贫取得实效。同时，广

发证券将与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将于

2019年、2020年合作开设两期学制三年的“广发

励志班”，资助海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完成学

业并提供就业机会。

据悉，2016年9月，广发证券积极响应中国证

券业协会“一司一县”结对帮扶行动的倡议，结对

帮扶五指山市。截至目前，广发证券累计投入近

350万元，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公益扶贫等方

面帮扶五指山市开展了百香果种植基地、光伏扶

贫电站、“广发励志班”和“危房改造”等项目，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114户373人脱贫。

在金融知识专题培训中，广发证券首席投资

顾问文赋博士结合证券市场的相关金融知识，讲

授贫困地区各主体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发展的方式

方法，并对当前市场形势和投资策略进行解读。

参加培训的各单位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深入

浅出、干货满满，极大地拓展了工作思路和对证券

市场的了解程度。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连玉宝）12月9

日，以“整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专项行动暨防范非

法集资”为主题的健康跑宣传活动在海口举行。

海南近50余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600余名从

业人员参加活动，同时该活动还吸引部分社会公

众参与。

本月是2018年中国证券业协会打非宣传月，

本次活动旨在向社会公众宣传非法证券投资咨

询、非法集资等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特点、风险

及危害的本质特征、防范技巧和维权方式，提高投

资者对电信网络诈骗、通讯信息诈骗等违法手段

的辨别能力，引导投资者自觉远离非法活动，保护

自身财产安全。

海南证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非法证券期货

活动，包括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非法发行股票、非

法期货活动等多种违法形式，成因复杂，需要多部

门深化合作，社会广泛参与，形成联动，群策群力

进行打防。下一步，海南证监局将积极贯彻落实

中国证监会关于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工作各项

部署，加强执法协作，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和

维护海南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环境。

本次防非宣传活动是在海南证监局、海南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海南省通信管理局、海南省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海口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指

导下，由海南证券期货业协会主办，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海南调解工作站和金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承办。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梁磊

在文昌市抱罗镇红旗村委会

林六村10多亩养殖场里，周安仲养

了1.4万只文昌鸡。上午10点半，

刚刚吃饱的鸡成群地觅食、散步，

村民周安仲刚刚给全部的鸡喂完

饲料，略带疲惫却神情轻松地坐在

鸡舍旁的棚屋休息着。

“一年收入10多万元，纯利润就

有8、9万元，还出去打什么工。”算账

时，周安仲喜笑颜开。

周安仲参与的养殖模式就是

银企合作助力扶贫的产业发展模

式，由文昌鸡养殖企业提供鸡苗，

邮储银行为农户发放贷款，农户养

殖文昌鸡待出售时，由企业统一回

收销售，在养殖的过程中，企业还

无偿提供养殖技术。周安仲在村

子边上租地建了4个鸡舍，企业每

批为其免费提供1.4万只鸡苗，周

安仲的8万元循环贷款就用来购买

饲料。每批鸡苗4个月出栏，周安

仲每年可以养殖3万多只文昌鸡。

据邮储银行文昌支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文昌鸡养殖企业也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出3种不同的帮扶

方案。

对具备劳动力有场地的贫困

户，创造条件让贫困户加盟养殖，

如免缴保证金，垫资搭建鸡舍及借

款解决生活困难等，公司提供生产

资金、养殖技术和销售市场，定价

保利润回收其产品。每户贫困户

如果投入2个劳动力，年可养殖出

栏2.8万只文昌鸡，年纯利润可达

8万元以上。

对有劳动力但无场地的贫困

户，则采取“公司+村集体+贫困户”

模式，由村委会出面租赁场地建设

鸡舍，贫困户提供劳动力。村委会

分成收益的30%用于村集体经济，

贫困户享受收益的70%（一个劳动

力当年可获纯收益4万元）。

对不具备养殖条件的贫困户，

以政府帮扶资金入股公司合作养

殖获取固定收益，公司按不低于

10%的年回报率逐年给予分红。

贫困户有稳定收益，政府的帮扶资

金使用也实现了良性循环。

2017年该企业被授予“海南省

扶贫龙头企业”称号，2018年获评

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先进民营企业，至今，在文昌市14

个乡镇带动、帮扶贫困户共计2200

多户。

此外，为积极推动海南文昌鸡

养殖产业发展，邮储银行文昌市支

行积极支持该企业扩大养殖规模，

2015年为该企业发放贷款400万

元，支持该企业发展文昌鸡养殖产

业，截至2018年该企业实现年产

文昌鸡12万只，产值2.24亿元，养

殖比例占文昌鸡产业的15%。

为进一步推进文昌鸡上下游

产业链发展，邮储银行文昌市支行

积极搭建“银行+公司+农户”合作

平台，根据1：10的比例，由企业出

一定风险保障金，银行按照保障金

10倍的数额进行授信，累计向下游

养殖户发放贷款500余万元，间接

带动养殖户600家，户均养殖3.2

万只，每年户均纯利润10万元以

上。 （本报文城12月12日电）

为确保涉农贷款投放更多、农贷特
色更活、办贷时间更短、便民覆盖更广、
促农增收更快、信用环境更优，省农信
社从极简审批、减费让利、延伸服务等
方面施行多项优惠举措，包括5万元以
下线上审批的贷款，不超过2个工作
日；50万元以下贷款，按4人“鱼咬尾”
模式，最长办理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
等等。

“未来将进一步优化服务，我社今年
还加大了金融服务站的打造力度。”省农
信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内将建成
700个全面配套村级金融服务站，2019
年不少于1000个，实现农民“足不出村”
便享有金融支付结算服务。

据悉，在省农信社、海南农行和海南
邮储银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省乡镇
机构金融服务覆盖率、行政村服务覆盖
率、贫困县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均
已达到100%。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
乡镇及以下设立标准化网点880个，简易
便民服务网点和流动服务网点3514个，
各类电子机具覆盖行政村2258个，各类
电子机具51511台。

最近，首位银联补贴大使“毛不易”
上线，引爆了一年一度的“双12”热潮。

啥是毛不易？12月12日开始，
银联联合各大银行展开“双12”全国
性大规模5折营销活动，活动商户高
达40万家。

在海南，参与商户多达 4000
家，不仅有吾悦广场、东方广场、奥
特莱斯等综合性商场各类商户，好
莱坞、海南时代华纳、万达等影院，
佳旺佳、易买等商超便利店。只需
要打开云闪付APP，右滑屏幕出示
付款码即可快速完成支付并且享受
5折优惠哦！

“云闪付”APP是由中国银联与
各家商业银行共同开发建设、共同
维护运营，汇聚各方产业之力的移
动支付统一入口平台，消费者通过
APP即可绑定和管理各类银行账
户，并使用各家银行的移动支付服
务及优惠权益。“双12”正值云闪付
APP发布一周年，随着各类受理场
景的快速落地以及吸引力强大的用
户回馈活动，云闪付APP用户已快
速突破1亿，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初

创型APP，成绩相当亮眼。
云闪付APP最基础的功能当属

扫码支付，如今，已有960万家商户
支持云闪付扫码支付。云闪付APP
还深入交通出行、菜场、政府及企事
业单位食堂、校园、生鲜连锁、商超
便利、酒店、物流等诸多领域，不仅
为用户提供支付便利，更带来持续
给力优惠。

在海南，云闪付已深入日常生
活的各个场景，为百姓生活提供便
利——乘坐公交，打开云闪付APP
扫一扫，或者使用 Huawei Pay、
Apple Pay等银联手机闪付一闪就
付，即可轻松乘车，免去找零的烦
恼，还可以享受1分钱乘车的银联绿
色出行优惠；在海南众多院校，不仅
支持云闪付APP便捷付餐费，还能
享受高达10元随机立减助学补贴；
在自助售货机、农贸市场、政企食
堂、商超书店，随处可见云闪付APP
的身影以及银联提供的给力优惠。
云闪付，正成为银联便民利民的新
入口——时值年末，为你省出一个
年终奖！ （撰文/晓雷）

“双12”
银联替你省一半钱

天胶“保险+期货+扶贫”
项目赔付逾2000万元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文达）日

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海南努力扩大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扶贫”项目覆盖面，至今完成赔付逾

2000万元。

2017年以来，共有7家期货公司参与海南的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项目覆盖海

南省5个国家贫困县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涉及天

然橡胶现货产量3.68万吨，上海期货交易所提供

支持资金3544.70万元，完成赔付2263.39万元。

2018年项目覆盖面大幅扩大，涉及现货产量、上

海期货交易所提供支持资金、完成赔付等分别比

2017年增长106.7%、56.0%、319.5%。

据悉，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保险+期

货+扶贫”项目于 2017 年 5 月正式在海南落

地。海南的天然橡胶采取“保险+期货+扶贫”

的运作方式，是解决产业扶贫工作热点与难点

问题的新尝试。期货公司发挥专业优势通过期

货及期权帮助保险公司对冲风险，激发保险公

司参与天然橡胶价格保险的积极性，使胶民能

够以“价格”为赔付标的，提前锁定保底收益，规

避天然橡胶价格下跌风险。

海南邮储银行信贷
员正对农户生产、经营所
需的化肥、饲料等冬季
农资需求进行统计
分析，及时掌握资
金缺口，为他们
发放贷款。
海南邮储
银行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