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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广大建档立卡贫困户：
玉犬辞旧岁，金猪迎新春。值此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乡亲们
致以亲切的节日慰问和美好的新春祝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到2020年我
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
们党向国内外作出的庄严承诺。乡亲们的
事，就是我们最要紧的事。我们始终惦记着
你们的生活，惦记着你们的衣食住行和安危
冷暖。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实施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着力实施产业扶贫、旅
游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危房改造扶贫、综合保障性扶贫、精神
扶贫、社会扶贫十大工程，着力开展交通扶
贫、水利扶贫、光网和电网扶贫、贫困地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大行动，着力探索消费扶
贫和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等扶贫新模
式，采取各种管用措施，千方百计为乡亲们谋
福利。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吃自己的
饭，流自己的汗，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
好汉”。乡亲们是脱贫攻坚的对象，但脱贫

致富最终还得靠自力更生，政府支持是外
力，社会帮扶是辅助，你们才是脱贫致富的
主体。这几年，不少脱贫户在电视夜校讲
述他们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经历，讲述他
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事迹。要以他们
为榜样，激发“穷则思变”的内生动力，树立

“脱贫光荣、摘帽光荣”的意识，誓甩穷帽，
用你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
好家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
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2019 年，我省
将实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
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殷切希望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坚定
信心，振奋精神，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帮助
下，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新时代努力奔跑的
追梦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最后，祝乡亲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阖家幸福！

海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9年2月1日

致全省广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慰问信

全省扶贫各条战线的同志们：
攻坚克难脱真贫，砥砺奋进谱新篇。我

们带着决胜全面小康的使命和豪情，步入
2019年。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向奋战在全省扶贫各条战线的
全体同志及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18年，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广大扶贫工作者工作
很投入、很给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扑
下身子帮扶，撸起袖子攻坚，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书写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海南答
卷。这一年，我省高质量完成8.67万人脱贫、
81 个贫困村出列的目标任务，琼中、保亭两
个国定贫困县将在今年4月脱贫摘帽；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
11450元，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2.6个百分点。这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
顽强拼搏的结果，凝结着大家的心血和汗
水。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你们无愧为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

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关键之年。我们要完成剩余4.5万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3个贫困村出列和3个国定
贫困县摘帽退出的年度减贫任务，这些都是
难啃但必须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紧要关头，越要
坚定必胜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
的决心。”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勠力同心，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立下“愚公”之志，下足“绣
花功夫”，团结和带领贫困群众冲出贫困线，
如期叩开全面小康的大门；希望大家总结经
验教训，借鉴运用其他兄弟省市区的“好招”

“妙招”，创新帮扶办法，巩固现有脱贫成果，
探索将帮扶政策向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边缘人群延伸，防止新增贫困人口，提
高群众满意度；希望大家保重身体，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用心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向党中
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最后，祝同志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

海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9年2月1日

致全省扶贫工作者的慰问信

“2019年，海南将坚决遏制房价
上涨。”——关于海南楼市，省住建厅
厅长霍巨燃语气坚定。

“海南目前有3.1万亩存量商品
住宅用地，不能继续用于住宅开发，
将转型或退出。”——面对土地利用
转型的尖锐问题，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厅长丁式江给予明确回应。

“我们正建立全省多维度的信息

平台，缩短审贷时间，服务好企
业。”——回应信息不对称导致商业
银行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局长陈阳毫不回避。

……
聚光灯前，厅局长们与媒体坦诚

互动，不避热点难题，回答诚恳有力。
“一直以来，我们就很重视借助媒体向
公众介绍海南医疗惠民政策和医疗健

康事业发展情况。”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韩英伟说，媒体关注的多是老百
姓关心的问题，在省两会期间参加记
者会、接受媒体专访是很好的发声方
式，直接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可以让更
多人了解海南各项事业发展。

“接受记者采访，领导干部要有应有
的素养，不仅要对业务领域非常熟悉，也
要在会前做好准备。”省委副秘书长、省

委深改办（自贸办）常务副主任孙大海
说，领导干部要变躲避媒体为主动回应
关注，也有责任借助媒体力量让外界了
解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最新发展。

话筒面前，从被动接受采访到主
动发声，厅局长们把重要的问题拿到
公众面前公开讨论，足以体现海南政
府对媒体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与公
众沟通的意识不断增强。

“海南将如何推动土地利用的转型调整？”“海南未来是否要实行全岛进口商品购物免税？”“怎么帮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今年海南省两会备受关注，不管是外媒、中央驻琼
媒体，还是本地媒体，都希望更多了解海南下一步的建设发展动向。

民有所呼，“会”有所应。根据省委部署，今年省两会期间，我省创新新闻宣传方式，首次开辟“厅局长通道”，组织5场专题记
者会和9次媒体访谈，28个厅局主要负责人与媒体面对面，围绕经济工作及自贸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社会民生事业、脱贫攻坚等话题，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彰显了海南的开放姿态与信心，折射了两会开放透明的新风。

我省创新两会新闻宣传工作，首开“厅局长通道”回应社会关切

彰显开放自信 折射两会新风

省两会期间召开的5场专题记
者会，十分火爆，每一场都比原计划
的时间要长近一个小时。无论是专
题记者会，还是媒体访谈，厅局长们
不逃避问题、不遮遮掩掩、不高高在
上的态度获得媒体记者的一致好评。

“关于海南GDP去年的增速和
今年的发展目标，我提了一个比较尖
锐的问题，但省发改委主任并没有回
避问题，很坦诚。”新华社海南分社记

者刘邓认为，在省两会期间开辟“厅
局长通道”本就是创新之举，而厅局
长们回答问题的中肯、客观让人印象
深刻，也让公众感受到海南领导干部
干事业的底气。

媒体减少“围追堵截”，打通阻隔
直接提问，新闻报道数量自然“高
产”。《海南日报》先后用五个整版报
道专题记者会，还通过视频产品“两
会E快评”第一时间在海南日报客户

端报道专题记者会。截至1月31日
中午，中央驻琼媒体5场记者会相关
报道有1857篇，舆论反响较好。中
新社还专门刊发报道点赞海南“厅局
长通道”，赞海南改闭门会议为主动
公开，彰显开放自信，赢得社会更多
认同。

“厅局长通道”的火爆程度，厅局
长回应社会关切的力度，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大会的开放程度和海南信息

公开的力度。
“政府越开放，民众越信服。”海

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院
长卿志军认为，省两会期间，我省新
闻宣传工作的创新之举，推动了政府
部门主动与民众就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的沟通，有利于疏通民意，消除
政府舆论场和民众舆论场之间的鸿
沟，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
政府。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贫困户代表走上记者会

除了厅局长，在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和脱贫攻坚的主题记者会上，我省
还特别邀请企业和贫困户代表走上
记者会，谈感受、话发展、提建议，不
断丰富会议内容，带来更多“干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记者会，很
紧张也很激动。”1月30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南万村贫困户
代表黄世伟向数十家媒体分享了自

己的脱贫故事。他说，很期待更多
贫困户能看到他的故事，就像他当
年正是通过媒体看到一名残疾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故事，从而收获满满
动力。

“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
的火山”是民营企业发展常面临的三
座大山。在1月28日召开的记者会
上，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及海南

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
业代表，就围绕企业发展、营商环境
改善、解决融资问题等角度，与厅局
长一起答记者问。

“作为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能在
省两会期间参加记者会，很难得。”省
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席、海南信
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召华说，在这样一种开放、透明的平

台上，大家直接面对媒体，不仅检验
了代表委员的履职能力，也不断解决
信息发布和交流的制度性障碍，推动
问题的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1月25日，省新
闻办还通过网络举办2018年全省经
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邀请俄罗斯
塔斯社等境外媒体在线参与并进行
提问。

打造开放自信的政府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FT账户业务

于2月1日正式投产，工行辖属各分支行

均可受理FT账户开户业务。欢迎社会各

界朋友垂询，到工行开立FT账户和办理

各项自贸区（港）业务。

一、什么是FT账户？

FT账户，即自由贸易账户，是金融机

构根据客户需要在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

开立的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

FT账户的类型有五种，分别是：

1、FTE账户：区内机构账户。区内机

构是指：（1）在自贸区内依法成立的企业

（包括法人和非法人）；（2）境外机构驻自

贸区内机构。

2、FTN账户：境外机构账户。境外机

构是指：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注册

成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3、FTU账户：同业机构账户。同业机

构是指：其他金融机构的自贸区分账核

算单元和境外金融机构。

4、FTI账户：区内个人账户。区内个

人是指：在自贸区内工作，并由其区内工

作单位向中国税务机关代扣代缴一年以

上所得税的中国公民。

5、FTF账户：区内境外个人账户。区

内境外个人是指：持有境外身份证件、在

自贸区内工作一年以上、持有中国境内

就业许可证的境外(含港、澳、台地区)自

然人。

二、工商银行FT账户开户指南

自由贸易账户类型为专用存款账

户，境内机构开立人民币自由贸易账户

前，必须先开立人民币基本存款账户；境

外机构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前，应先开立

人民币NRA基本账户。

开户网点在为客户开立人民币主账

户后，方可开立外币子账户，同币种同类

型的多币种子账户只能开立一个。

（一）FTE账户开户

开户网点受理区内非金融机构FTE

主账户开户申请时，应要求客户提供以

下开户资料：

1、《开立机构自由贸易账户申请

书》；

2、《对公客户信息采集表》；

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

《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颁发的《社会团

体登记证》或国家授权机关批准成立的

有效批准证件或其他执业证明文件正

本；

4、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三证合一无需提供）；

5、税务部门颁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三证合一无需提供）；

6、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正本，

如由授权代理人办理开户，另需提供法

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以及被授权人的身

份证件正本；

7、人民银行颁发的《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证》；

8、《自由贸易账户开户申请》；

9、签订《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自由贸易账户管理协议》；

10、其他。

（二）FTN账户开户

开户网点受理境外机构开立FTN

主账户申请时，应要求客户提供以下开

户资料：

1、《开立机构自由贸易账户申请书》；

2、《对公客户信息采集表》；

3、在境外合法注册成立的证明文件

正本；

4、公司章程（其中应规定法定代表

人或单位负责人或账户有权签字人事

宜）或董事会决议等境外机构管理层同

意在工行开户的批准和授权文件；

5、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书正本；

6、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正本，包括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和账户有权签

字人，公司章程未载明账户有权签字人

的，还应出具签章的授权书；授权他人办

理的，还应出具被授权人及负责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及负责人签字的授权书原

件；

7、人民银行颁发的《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证》；

8、《自由贸易账户开户申请》；

9、签订《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自由贸易账户管理协议》；

10、其他；

11、如上述资料为非中文的文件，应

提供翻译件并签章。

三、工商银行FT账户体系的优势

1、总行的强大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是国内资金实力颇为

雄厚、资产规模庞大、全球盈利居前的银

行，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国内网点数量

众多，海外机构遍布全球，计算机网络、

业务处理系统全国金融系统领先，金融

产品涵盖本外币、境内外服务，品种极其

丰富，能够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全方

位的全球金融服务。

2、FT账户中的资金成本低。

工行自贸区分行资金来源是区内或

者境外，但是同时又留了一个口子，二线

有限渗透，允许自贸区分行从其总行拆

入资金，所以工行自贸区分行的资金成

本相对较低。

3、汇率优势。

近期汇率波动比较大，企业需要做

套期保值、汇率避险。在国内做汇率避险

的主要问题是政策问题，因为国内结售

汇实行实需原则，要有实际的贸易背景

才能做结售汇。

因为FT账户本身就是自由可兑换

的，可以避免国内汇率避险遇到的政策

问题。同时，FT账户中的汇率是离岸汇

率，所以，如果企业有结售汇业务需求，

企业多了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在岸或离

岸汇率进行，哪个市场的汇率有利就选

择在哪个市场做。

4、账户优势。

FT账户是多币种可兑换账户，客户

使用方便、灵活，效率高。

5、资金划转规则优势。

基本的规则是：一线便利，二线管

住。

如FTE账户向境外账户的划转，需

要相应的跨境交易背景，但如果银行认

为该客户是优质客户，银行可以对该客

户免于审单。FTE账户的资金要划转到

境内，如果是同名账户，有“3+1”种情况

可以划转到自己境内的传统账户：

（1）经常项下业务；

（2）偿还自身名下且存续期超过6个

月（不含）的海南自贸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偿还贷款资金必须直

接划入开立在贷款银行的同名账户；

（3）新建投资、并购投资、增资等实

业投资。

（4）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跨境

交易。

如果是异名账户，视同跨境业务管

理。

FTN账户资金要划转到境外或者境

内，基本上可以凭指令自由进行，审核的

责任在于境内收款人，要进行国际收支

申报。

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FT账户业务
2月 1日正式投产上线

四、工商银行FT账户体系下的创新
产品

工商银行FT账户体系下的创新产品
种类齐全，能够满足客户的各种业务需求。

1、网银国际业务；
2、国际汇款；
3、进口信用证；
4、出口信用证；
5、预付款融资；
6、提货担保/提单背书；
7、进口押汇；
8、进口代付；
9、进口TT融资；
10、进口保理；
11、订单融资；
12、打包贷款；
13、出口押汇/贴现；
14、出口发票融资；
15、福费廷；
16、出口保理；
17、付款保函；
18、投标保函；
19、履约保函；
20、内保外贷；
21、出口买方信贷；
22、结/售汇；
23、个人出国金融；
24、跨境双向资金池；
25、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

人民币业务；
26、区内直接融资；
27、跨境融资；
28、聚富通；
29、融e购；
30、网上小额贷款（信用类）；
31、税务贷（信用类）；
32、微型客户小额担保贷款；
33、小企业周转贷款；
34、小企业网络循环贷款（网贷通）；
35、小企业经营型物业贷款；
36、小微企业固定资产购建贷款；
37、收款管家；
38、票据池。

自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日渐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投资需要资金，作为自贸区金融改革核心的
内容之一，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可以打通区内、境内区外、境外多个市场，让资金实现更为自由的流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2019年2月1日，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FT账户业务正式投产。据悉，该业务在其辖属各分支行均可受理。作为自贸区建设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FT账户承
载着海南金融开放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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