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专题 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B06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历史交汇期。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银行业如何发挥各自
业务资源优势，在普惠金融、绿色金
融、乡村振兴等方面有所突破，在防控
金融风险上提升管理水平，成为各方
关注的热点。

据悉，今年是交通银行以农信社
（农商行）作为重点合作客户，推行“农
信社工程”的第九年。交通银行副行长
吕家进在会上表示：“在新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无论是国有大行还是农信机
构，都面临着新的监管形势和市场环
境。携手合作、优势互补，将是未来银

行业共同的道路选择。交通银行和农
信机构在产品补充和渠道共享等方面
天然存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交行将充分
利用自身全牌照及国际化综合化优势，
与农信机构一道共同担当起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金融政策、服务实体经济、防
范金融风险的重要职责。”

自2003年国务院启动深化农信社
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全国省联社在深
化农信系统体制机制改革、改进农村
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
村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余额分别为
34.57 万亿元和 31.88 万亿元，已成为
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之后的第三
大银行体系。

近年来，交通银行坚持金融回归本
源，着眼服务实体经济，从合作互补中
探寻同业业务发展空间。交行始终以
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将农信机构作为
重要的合作伙伴，结合农信机构服务县
域、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通过发挥自
身优势，助力省联社强化管理、指导、协
调、服务辖内农信社、农商行的职能，并
通过深化合作，更好地履行国有大行服
务“三农”、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建设的责
任。以“农信社工程”为推进抓手，积极
扩大与农信机构的合作覆盖面，截至目
前，已与全国26家省（区市）联社中21
家签署了总对总、分对总合作协议，农
信机构客户覆盖率达44.9%。

会上，交通银行围绕产品服务、系

统对接和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展望
与农信机构的下一步合作蓝图。交行
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发表专题演讲指出，
农村经济前景广阔，农村改革发展将是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与会的省联社和农商行代表回顾了
与交通银行的合作情况。甘肃省联社表
示，由于组织架构和市场定位的不同，农
信机构与交通银行处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具备不同的经营模式。在金融支农，
金融兴农的大背景下，农信机构更关注
业务的拓展和资源的引入。通过与交通
银行的合作，能够帮助农信机构丰富金
融产品线，打开获客和留客渠道，引入国
有大行管理理念和科技成果。

山西省联社表示，交通银行帮助山

西省联社搭建了办公自动化平台，针对
农信机构多级法人多级架构的组织体
系，提供了灵活完备的办公场景，有力
地支持了山西省联社的日常工作。这
也是交通银行通过科技赋能助力农信
机构发展的又一体现。

未来，交通银行将继续打造银银合
作专属产品体系，将资本市场结算清
算、金融要素市场代理以及金融市场、
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的高端产品
整合至交通银行银银平台，实现与农信
机构资源共用、渠道共通、利益共享，并
通过科技、培训、研究等方面的智慧支
持，推动与农信机构的合作从“融资”向

“融智”升级，助力农信机构实现智慧化
银行转型。

“交通银行-省信用联社（农商行）业务合作交流会”在贵阳举行

携手书写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新篇章

本期经济景气指数为134点，比上
期下滑3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指数的两
个二级指标，投资景气指数下滑5个百
分点，就业形势指数下滑2个百分点。

经济景气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小
康家庭对所在行业投资景气信心下滑。
统计局公布的5月制造业PMI为49.4%，
跌至荣枯线下方。三大订单指数都低于
荣枯线。经济偏好的一面在于，受益于
道路运输、邮政快递等服务业的快速发
展，大规模减税降费和企业信贷投放加
快，小康家庭现在就业形势指数为132

点，与上期基本持平，预期就业形势指数
139点，下滑幅度为2个百分点。这表明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并未传导至小康家庭
就业层面。

调研期间，流动资产投资市场波动
不断，大盘主力资金流向接连为负，中小
板、创业板表现不佳，美元走强导致金价
下跌，使得本期收入增长指数下滑4个
百分点至150点。家庭财务状况和投资
收益两个二级指标均有同步下滑。

家庭财务状况指数为154点。两
个三级指标，现在家庭财务状况指数

151点，下滑3个百分点；预期家庭财务
状况指数下降4个百分点，为158点。
小康家庭财务状况指数下滑主要受收
入减少和支出增多两方面影响。一方
面，股市下跌和投资市场不稳定，使得
家庭财产性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近期
蛋类、鲜瓜果、猪肉和旅游价格上涨，小
康家庭当前在食品上开销增多。本期
小康家庭投资收益指数下降4个百分
点至147点。其中，现在投资收益指数
下降3个百分点至142点，小康家庭预
期投资收益指数下降5个百分点至152

点。分投资产品种类来看，本期外汇投
资收益上涨明显，而股票和贵金属较上
期下降显著。

本期投资意愿指数为121点，较上
期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流动资产投
资意愿指数下滑4个百分点，降至18年
以来最低位；不动产投资意愿指数与上
期持平。

本期流动资产投资意愿指数为121
点。其中，现在流动资产投资行为指数
下降3个百分点，预期流动资产投资意
愿指数下滑5个百分点。调研期间股

市、基市总体呈较弱趋势，中小板、创业
板持续下行，使得小康家庭对流动资产
投资持谨慎态度。小康家庭对各类投资
理财产品的投资意愿涨跌不一，上涨较
为明显的有银行理财产品、期货和外汇
投资，而下降较多的则为贵金属、股票和
基金。

不动产投资意愿指数与上期持
平。其中，当前不动产投资行为指数上
升1个百分点，预期不动产投资意愿指
数下滑1个百分点。5月以来，房地产
销售有所回暖，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

销售面积同比上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速保持高位，房价增速相对平稳。5月6
日，国家发改委重申“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并强调应该始终把房地
产平稳健康发展这个底线坚持好。同
时，住建部再次发声遏制投机炒房，房
地产调控依旧以稳房价、稳租金为目
标。从调研来看，调控政策起到了一定
的成效。本期，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
小康家庭对不动产的投资意愿降低，而
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对未来投资意愿
仍然保持不变。

交通银行发布《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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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银行在上海发布了《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总期第53期）。本期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为135点，较上期下滑3个百分点。三项一级指标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其中，收入增长指数下降4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指数下降3个百分点，投资意愿指数下降2个百分点。各二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投资景气指数跌幅为5个
百分点；家庭财务状况指数、投资收益指数、流动资产投资意愿指数均下降4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指数下降了2个百分点；不动产投资意愿指数与上期持平。

近日，由交通银行主办的“交通
银行-省信用联社（农商行）业务合
作交流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全国10家省（区市）信用联社及5家
农商行逾60名嘉宾参会，共同商讨
发展普惠金融和支持农村金融的新
举措，探寻银银合作智慧转型的新
模式。

6月 13日上午，海南金
融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在海南银保监局召
开。中国金融工会海南工作
委员会常委、委员，及获表彰
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
参加，海南银保监局、海南省
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并颁奖。

2018年，海南金融系统
各级工会和广大干部职工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
大精神，按照新时期金融改
革发展的新理念、新目标、新
部署，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方面积极作为，涌现出一
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会议希望受到表彰的集
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不断学习新知识、增长新
本领、展现新作为，为推动海
南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会议号召海南金融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为榜样，学习他
们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锐
意进取的创新精神、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争做新时代
奋斗者，在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实践中再立新功。

会上，受表彰的先进个
人和先进集体代表作了典型
发言。

海南金融工会召开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海南金融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6月13日上午，海南金融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海南银保监局召开。 图片由梁琼文提供
（策划/统筹 林蔚 撰文/ 林蔚 梁琼文）

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刘小军（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全国金融先锋号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贸易金融部

全国金融系统优秀工会干部

侯 莉（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海南金融五一劳动奖状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红城湖支行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公司

海南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黄 建（海南银保监局儋州监管组）

叶哲斌（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符 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陈太富（中国建设银行陵水支行）

周 耕（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李明晶（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周海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黄 彬（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梅子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海南金融先锋号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海甸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营业部

海南金融模范职工之家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澄迈县支行工会
中国工商银行昌江支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支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行工会委员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行分工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工会委员会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海南金融优秀职工之友

丁 星（国家开发银行三亚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颜业川（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澄迈县支行党支部书

记、行长）

范雪敏（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国贸支行党总支书

记、行长）

张丽华（中国农业银行海口海秀支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韩劲光（中国银行昌江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

杨建华（中国建设银行三亚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翁 勇（交通银行琼海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

倪自力（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县支公

司支部书记兼副经理）

陈 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市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海南金融优秀工会工作者

王 晗（海南银保监局）

王红霞（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徐 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黄业敏（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钟尔学（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侯 莉（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单晓莉（中国建设银行海口市琼山支行）

吴 洁（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贾 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秦景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江 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邹 炜（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梁 涛（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李 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陈 贤（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符 群（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李 慧（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俞 晓（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

克玉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云永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海南金融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宋胜利（三亚银保监分局）

陈优悠（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张 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陈 霞（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张晓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支行）

王 娴（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郑 之（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陈 平（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吴映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文 玲（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符大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牛睿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梁 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范萍凤（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何 娇（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王荣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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