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消费者维权有“门路”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曾丽园 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者王
旭朝）日前，记者从海南省国资委获
悉，省国资委重点监管的18家企业
(以下简称“省属企业”)在经营效益指
标、投资和项目建设、改革落地等方
面均实现“开门红”。

根据省国资委1月末快报数据
显示,省属企业实现资产总额1445.2
亿元，同比增长11.1%；净资产807.6
亿元,同比增长9.8%。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34.9亿元,同比增长38.0%；
已交税费总额 3.2 亿元，同比增长

31.4%；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0亿元，
同比增长77.3%。其中，海垦控股、
海建集团、港航控股等3家企业累计
利润总额突破4000万元。

在投资和项目建设方面，截至1
月末，省属企业实际完成投资7.98亿
元，海汽控股乐东商务大楼、昌江新
车站、海口总站二期，海钢集团围岩
废石综合开发、棚户区改造，海建集
团省机关海府大院等项目按进度陆
续启动实施。春运保障方面，港航控
股制定2019年春运工作方案，成立
以公司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春运领导

小组，下设志愿服务组、形象宣传及
舆情管控组、纪检监督组等并设专人
值班。海汽控股投入班线客运车辆
2529台，客座总位数78380个，积极
应对2019年春运客流高峰，并采取
六大措施保障春运。

同时，省国资委和各省属企业扎
实推动改革落地“开门红”。在国有
企业战略性重组方面，海南免税与中
国旅游集团重组后，迅速布局新的免
税购物中心，海口日月广场、琼海博
鳌免税店已于1月正式开业，公司实
现合并报表营业收入2.27亿元，同比

增长 19%，累计利润总额 3247 万
元。港航控股与中远海运成立了重
组筹备组，起草了重组方案，完成了
审计评估报告初稿。

在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方面，海
建集团、海汽集团、海胶集团、天汇能
源等4家企业的方案获国务院国企
改革领导小组备案，目前正在积极稳
妥推进“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工作。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完成了
海南铁路混改前期工作，公开发布了
海垦建工、天汇能源、丰源油脂等企
业混改招商信息，混改后的水投公

司、海星建工已实际运行。目前,省
属企业已实施混改 264户,混改面
36.6%。

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方面，已正式与海南发控、农垦控股
董事会签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授权经营责任书。

省国资委副主任刘凤花表示，
将对以往已经做了项目研究的要稳
步实施，在推进国企改革落地方面，
特别是在战略性重组方面，要加大
工作力度，保证国有企业延续“开门
红”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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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邮储银行
现金服务站达195个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 通讯
员梁磊）“这是我的存钱罐，阿姨帮我兑换一下
……”家住文昌铺前老街的6岁小姑娘王小钰在
父母陪同下，来到邮储现金服务站兑换了598.5
元的零散钞。

邮储银行文昌市支行支行长王积介绍，2018
年11月23日，在铺前镇兴百老街，文昌市第一个
农村现金业务综合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全市农
村小面额货币“精准投放，定点回笼”综合服务体
系建设正式开启。邮储银行文昌市支行依托辖内
20个乡镇农村营业网点建设“农村现金服务站”，
通过“点对点”的服务方式，开通绿色通道、上门服
务、预约服务等服务措施，扩大了现金服务在农村
地区的覆盖面。

除硬币、残币兑换外，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还
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现金服务类功能，增加小面额
现金兑换、纸币硬币互换、人民币知识和反假币知
识宣传等服务功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地区小面
额现金的合理需求，畅通硬币、残损人民币回收渠
道，构建覆盖全市农村行政村的小面额货币供应
服务体系。截至今年2月底，该行累计在海南省
辖内乡镇建设195个“农村现金服务站”。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票据贴现助“小微”融资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去
年我公司在兴业贴现多笔，每笔贴现价格都低于
同期同档小微企业平均加权利率。”海南一家中
小贸易公司负责人直言，兴业银行的服务让他对
企业发展信心满满。

该行投行与金融市场部总经理王奋告诉记
者，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始终坚持普惠金融理念，
把服务小微企业摆在优先位置，形成了依托再贴
现政策支持，深耕票据业务支持小微企业的业务
特色。近年以来，该行在信贷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通过票据“直贴＋再贴”的业务模式，加大直
贴业务量，优先满足小微企业的贴现需求，切实
帮助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数据显示，该行2018年全年贴现共14.3亿
元，年底资产规模位列海南同类股份制商业银
行第二；2019年以来，截至2月末，该行贴现发
生额1.1亿元。

金融资讯将消保服务列为常态，海南银行业构建和谐金融生态圈——

既是金融机构又是金融“学校”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洪佳佳

又到一年“3·15”。俗言道，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千好万好不如消费
者说好。对金融业而言，消费者的认可，既是银行经营业绩的试金石，也是银行无
形的资产。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为切实提升我省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
质量和服务效率，增强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由海南银保监局主办
的“2019银行业和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于3月11日启动。教
育宣传周期间，我省银行业和保险业各机构将以厅堂为宣传阵地，并结合进社区、
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将金融消保知识送入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消保工作成为常态

“银行以这样的形式宣传金融知
识，非常接地气，非常实用！”3月11日
上午，海口市明珠广场前锣鼓阵阵，热

闹非凡，2019年“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教育宣传周”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
驻足于此。

在整个宣传周期间，海南各银行
将采用线上线下紧密结合的方式，进
行金融知识公益宣传和金融风险教育
提示，以确保宣传出实效。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我们消保部
门最核心的工作，也是我们全行的重
点工作。”海口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
简短的总结，道出了省内各金融机构
对消保的重视。此次宣传周活动，该
行创新“微电影+机器人”的宣传方
式，使市民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关
注金融风险。

丰富详实的宣传内容和多元化的
宣传形式背后，是海南银行业消保工
作走向成熟、走向常态化的生动体现。

记者走访发现，在机制的建立
上，省内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均建
立起了以“纲领性文件+专门部门+
专项管理制度”为核心的消保内部制
度体系。

“在制度引领下，我们分行要求
各相关部门在各项具体业务的管理
办法、操作规范和业务流程中必须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其中。”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行的各项消保制度一方面能
对接监管最新要求，同时，还会适时
提出内部阶段性消保工作的具体安
排，并定期对消保机制更新完善。

“我行一直以来，都把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作为一项常态工作来
抓，结合实际构建金融教育宣传的
长效机制。”海南邮储银行有关负责
人介绍，该行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
纵贯全行、横跨多部门的消保工作
组织体系，为全行消保工作持续稳
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南工行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各
项机制的完善，该行持续加强金融知识
普及宣教，2018年先后组织开展“3·
15”国际消费权益日、“金融知识进万
家”等主题宣教活动963场次，用实际
行动把金融知识带进乡村、校园、军营、
工厂。

走进海南省农信社任一网点
的营业厅，显著位置都公示着网点
负责人及各岗位工作人员的照片
和信息，一个小小的举措，却大大
方便了客户咨询投诉，为消费者维
权畅通了渠道，而这正是该社消费
者保护管理工作中的一环。

“以客户为中心，是海南农
信一直以来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同样是消费者维权保护工作的
核心所在。”海南省农信社有关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当前银行业
改革发展日新月异，公众金融服
务需求更是日益增加并多元化，
海南省农信社一直在积极探索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
满意度，让广大老百姓，特别是
农民、小微企业、贫困人群和残
疾人等享受同等优质、便捷的金
融服务。据悉，海南省农信社的
便 民 金 融 服 务 点 实 现 了 全 省
2567个行政村全覆盖，金融服务
站实现了325个贫困村全覆盖。

今年以来海南省农信社进一
步细化了投诉管理、消费者权益保
护等具体工作流程和管理措施的
同时，在全辖范围内开展文明服务
提升活动，以规范和走心服务打造

和谐暖心的经营氛围。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海

南工行亦成绩亮眼。该行严格规
范产品销售行为，完成了全部营
业网点“双录”设备的安装。为加
强投诉管理，该行还推动营业网
点消费者权益保护区建设，在系
统内率先推进网点“公众教育（消
费者权益保护）区”和“现场投诉
流程”建设，同时在部分网点首创
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站”，为消
费者咨询、诉求解决等提供专门
场 所 ，赢 得 了 市 民 纷 纷 点 赞 。
2018年，该行共组织处理客户反
映的各类问题工单7451件，限时
办结率99.86%。

海南银行业各金融机构还不
断创新形式，拓宽消费者维权渠
道。比如多家银行都在微信平台
开设了“消费者教育专栏”或客户
服务专门公众号，利用微信渠道
教育、引导消费者辨识正规金融
产品服务的同时，便于消费者随
时投诉维权。

目前，金融消费者可通过来
访、官网、电话、官方微信投诉
等多个渠道反映和投诉消费方
面的问题。

创新服务提升质效

截至1月末，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亿元，同比增77.3%

海南省属国企实现“开门红”

金融热点

本版策划/洪佳佳

截至2019年1月末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社
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对金融机
构而言，让消费者满意，归根结底还
是通过创新服务模式，规范服务标
准，丰富服务内容，带来服务质效的
提升。

海南银行业一方面将硬件
环境升级作为在提升服务品质
过程中主抓的大事，一方面竞相
通过强化金融科技的研发和产
品服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
务满意度。

走进海南各大银行可以发现，
大多数都是升级改造过的新式网
点，规划更加合理有序的功能分区；
雨伞、药箱等一应俱全的便民设施，

让海南银行业焕发出时尚清新、现
代化的面貌。

与此同时，我省银行业近年来
纷纷通过智能化升级改造，绝大多
数网点完成了“智能变身”。其中，
海南省农信社的电子银行业务替代
率已经达到了近90%。

在产品与服务普遍同质化的
情况下，海南银行业还着力打造
自己的特色产品与特色业务，不
断提升客户的体验感。比如海南
工行2018年以来，加大创新产品
投入，上线大额存单、节节高3年
期、建工薪金溢等多个新产品，
在提升业务的同时，赢得了客户
口碑。

海南农发行：
今年扶贫贷款累计投放
将不低于60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郑青）海南日报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以下简称海南农发行）脱贫攻坚暨专项巡视整改
工作会议上获悉，2019年，该行扶贫贷款累计投
放将不低于60亿元，产业扶贫贷款投放力争达到
扶贫贷款投放量的50%以上；国定贫困县扶贫贷
款增速高于全行扶贫贷款增速；扶贫贷款风险管
理和内控合规管理水平实现更大进步。

据悉，3年来，海南农发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
贷款88亿元，2018年全年投放各类扶贫贷款41
亿元，扶贫贷款余额71亿元，占全省金融扶贫贷
款余额比例为47%，累计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1.4万人有扶贫带动和服务作用，占全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的66%。海南农发行联合省扶贫办、
省工商联创新搭建产业扶贫合作平台助推产业扶
贫的先进经验，经海南省扶贫办推荐，向国务院申
报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走市县听诉求 谋发展促良策

海南股交参与省中小
企业发展政策调研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林彬）为完善我
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体系，由省工信厅牵头
组织的海南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调研座谈会于近
期陆续在我省海口、三亚、琼海、文昌、澄迈等主要
市县开展，海南股交中心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
重要金融机构参与调研。

据介绍，开展此次调研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各
市县的企业发展情况和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和
困难，为省里下一步制定政策，优化我省中小企业
营商环境提供思路和依据。调研组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定期组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听取中小企业
声音，继续对现有扶持政策进行完善，制定一系列

“真金白银”扶持政策，让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惠及
更多中小企业，推动实体经济振兴。

参加调研活动的还有省财政厅、省金融监管
局、省司法厅、省税务局、各市县税务局、财政局、金
融办、工商联、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及企业代表等。

累计实现营收34.9亿元,同比增长38%
累计实现总利润2亿元，同比增长77.3%

省属企业总资产1445.2亿元，同比增长11.1%
净资产807.6亿元,同比增长9.8%

工行海南省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市民普及金融知识。
海南工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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