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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实现水稻保险
全县覆盖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何方远）水稻种
植事关全县百姓的生计，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脱
贫摘帽之后，依然对投保水稻保险的农户实行全
额保费补贴，保障全县百姓粮食生产的安全。截
至6月10日，全县9个乡镇的7407户水稻种植农
户，投保面积达 20167 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000多亩，保险的保障金额为806.7万元。

据了解，水稻保险是国家推动实施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险种。为了减轻农户缴费负担，保亭将
县级财政补贴比例提高至35%，老百姓不需交保
费便可获得保险保障，水稻保险实现全县覆盖，有
力保障了水稻生产的稳定。

2019年海南保险
扶贫公益跑正式开跑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劳敏）在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的指导下，海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启动

“保险扶贫公益跑”活动，依托“7·8保险扶贫公益
跑”微信小程序，组织行业人员带动社会公众开展
保险扶贫公益跑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5日—7
月8日18：00。

“保险扶贫公益跑”是通过捐赠步数成功兑换
保险扶贫项目，为海南省贫困人口送去保险保障
的公益活动。社会公众可以通过“7·8保险扶贫
公益跑”微信小程序参加活动。授权程序调取微
信运动步数后，当天微信运动步数达到7800步，
点击“立即捐步”，选择捐赠“海南”即可。活动期
间每天可重复捐步。

此次公益跑活动是2019年海南省7·8全国
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活动之一。围绕今年活动主
题“爱国爱家，从一份保障开始”，海南保险业将举
办“爱，从一份保障开始”短视频推广、“保险五进
入”等系列活动。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将举办
全球名校申请解析会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洪佳佳
通讯员梁玲君）7月正值高中毕业季，同时也是留
学申请旺季。面对全球数百所知名院校，如何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高校和专业？中国光大银行海口
分行将于7月7日携手立思辰·留学360联合举办
全球名校申请专家解析会，为更多海南学子提供
专业、优质的留学服务资源。

本次活动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职教授刘乐
宁和立思辰加拿大项目总监饶开浪为广大高考学
子全面解析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申请。同时，光大
银行海口分行还将聚焦出国金融，与学生家长交流
留学路上如何便捷高效地处理好金融事务，现场更
有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韩等专业留学顾
问团队，面对面、一对一交流咨询。

老年人如何防范
非法集资陷阱

以老年人为诈骗对象是最近几年非法集资活
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因此，当老年朋友面对高额回
报的宣传时，特别需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

一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

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
风险。投资前要和子女或朋友商议，子女要加强
风险意识，多与老人沟通交流。

二要关注养老机构的合法性、项目合理性，以
及是否符合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对公司经营运作情况等进行深入了解；未获
得许可和依法登记前的养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
义开业，不得提前向老年人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收
住老年人。可以查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养老机
构应有民政局颁发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民办
非企业单位应有登记证书或工商营业执照。

三要注重养老服务与口碑。
建议老年朋友通过金融机构选择低风险的产

品进行理财，保障资金安全。根据老人的身体条
件状况和需求，事先了解养老机构服务口碑，选择
经营时间长、口碑好的养老机构。

四要签订养老协议与押金协议，保障老人的
合法权益。

养老服务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养老机构
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联系
方式;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收费标准以及费用支
付方式;服务期限和地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协议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违约责任；意外伤
害责任认定和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协商一致的
其他内容等。

一旦发现企业或个人有非法集资违法活动，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由公安机关立
案查处。作为集资群众，要注意收集非法集资活
动的证据，协助公安机关办案，切忌心存幻想，避
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斐林)

“不仅学到了怎样防范诈骗的
知识，还能听琼剧，银行很贴心
呀”。6月20日，位于海口市龙泉镇
的海口农商银行龙泉支行热闹非
凡，很多村民聚集于此，看琼剧、学
金融，气氛热烈。这是海口农商银
行开展的一场“普及金融知识之送
戏下乡”活动。

这样的宣传活动并不少见。
金融服务、金融知识稀缺是广大农
村地区金融工作的一大痛点，为
此，海南各家银行通过布放机具、

升级网点等改善基层金融服务，提
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同时，不定
期开展金融知识进乡村活动，为广
大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扛起责
任担当。

海南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金融扶贫不仅仅意味着资金的
投入，如何更好地帮助金融基础相
对薄弱的贫困地区利用好金融工具
和金融政策，也是金融扶贫的重要
内容之一。

因此，海南着力构建立体式服

务体系，实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两
个全覆盖”。通过督促辖内银行业
金融机构进一步优化机构布局，推
进便民服务点建设，促进农村基
础金融服务创新升级，进一步提
高乡镇网点和行政村基础金融服
务覆盖率。截至2019年3月末，全
省乡镇机构覆盖率、贫困县（市）行
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均已达
到100%，提前实现了《海南省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既定
目标。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汪慧 通讯员陈积信）“在银保监
局帮扶干部的大力支持下，百香果基
地今年实现了大丰收！”近日，临高县
临城镇头星村百香果产业扶贫示范
基地40亩百香果采摘收尾，基地负
责人难掩喜悦。据悉，头星村百香果
扶贫产业示范基地由海南银保监局
携手临高县委办，以“县委办党支部+
头星村党支部+贫困户”的模式共同
打造，已经成为带动头星村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海南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该局定点扶贫的头
星村263户1190人和白沙黎族自治
县南开乡牙佬村38户167名贫困人
口在2017年已顺利脱贫，其中，头星
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6 年以前的
48.5%下降至0.20%，实现贫困村脱
贫出列，是国定贫困县临高县第一个
脱贫出列的整村推进村。

据悉，海南银保监局协调引进广
发证券公司与临高、白沙签订“一司
一县”结对帮扶项目，积极引入海南
省保险行业协会和18家保险公司共
同对牙佬村开展定点帮扶，发挥合力
共同推动定点扶贫工作。同时，依托
金融优势，引导机构向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放 177 笔扶贫小额信贷共计
382.3万元。为牙佬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捐赠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提供意外
身故和意外残疾保障1600万元。

为提升当地的“造血”能力，海南
银保监局扶贫和扶志、扶智联动，构
建“夜校+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家
庭”四位一体的思想帮扶架构，向头
星村投入9.5万元资金建设农村文化
广场，给予牙佬村2.63万元资金支持
用于购买办公设施及完善党员教育
设施和订阅党报党刊，设立金融宣传
专栏，加强培训和支教力度，帮助牙
佬村改善办学条件、补贴学杂费用，
切实提高贫困人员的综合素质。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海
南银保监局针对地方优势开展产业
扶贫，积极推进“一村一品”项目工
程，大力支持头星村建设百香果示
范基地，扶持牙佬村成立养蜂合作
社，推动贫困户养蜂合作社向标准
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秦娇）近日，海口农商银行“普及金
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普及金融
知识万里行”“征信知识普及”宣传
服务月活动在海口市龙泉镇举行。

在现场，海口农商银行工作人
员主动针对“防范金融诈骗”“金融
纠纷”“征信知识”“非法金融广告”

“网络借贷”等内容进行讲解。值
得一提的是,海口农商银行还邀请
海南省青年演艺琼剧团表演琼剧，
极大增强了金融知识普及的趣味

性，让大家在增加金融知识、增强
风险防范能力的同时，时刻不忘传
统文化传承，提升精神文化素养。

活动受到了广大村民的一致
好评。村民洪女士称赞道：“我们
不仅学到了怎样防范诈骗的知识，
还能听琼剧，银行很贴心呀”。

海口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深入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宣传
系列活动，充分展示海口农商银
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承诺与决心。

169亿元精准扶贫贷款助贫困户产业致富

找到“金点子”甩掉“穷帽子”

我省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169.43亿元

较年初增加2.75亿元

全省乡镇机构覆盖率

100%
贫困县（市）行政村
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

100%

金融是推动脱贫攻
坚的重要助力，对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目
标，海南银行业各金融
机构在监管层的引导
下，争相奋力冲刺，出实
策、用实功，着力构建
措施精准、保障有力的
脱贫攻坚新格局。

截至2019年3月
末，海南辖内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169.43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2.75 亿元，完成阶段
性工作目标；全省乡镇
机构覆盖率、贫困县
（市）行政村基础金融
服务覆盖率均已达到
100%。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到攻坚
拔寨的冲刺阶段，既有啃下‘硬骨
头’的艰巨任务，也面临贫困户返贫
的现实压力。”海南银保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为如期打赢这场硬仗,海南银
保监局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辖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投入脱贫攻坚
战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保险
精准扶贫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形成了指导银行业和保险
业打好脱贫攻坚战的监管政策框
架，督促辖内银行和保险机构将脱
贫攻坚与业务开展深度融合。

为增强“三农”和扶贫金融服
务合力，海南银保监局着力推进银
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事业部建
设，今年以来，我省银行业金融机
构普惠金融服务工作重心进一步
下沉。截至2019年3月末，海南工
行、海南农行、海南中行、海南建
行、海南交行等5家大型银行所有
二级分行及海南银行、海南省农信
社均挂牌设立了普惠事业部，银行
机构普惠部及团队已达到85个，
基本建立多层次的普惠金融服务
体系。

在健全激励机制方面，我省各

金融机构落实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
尽职免责制度，目前辖内39家法人
银行机构均已制订涉农和扶贫金融
服务尽职免责制度，基层积极性得
到进一步调动。

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对金融
机构推进脱贫攻坚具有重要的指引
和推动作用。海南农行三农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解读道，“涉农贷款及扶
贫贷款尽职免责制度、适度提高涉
农贷款不良容忍度等政策措施，对
金融机构开展扶贫工作给予优惠，
提振了金融扶贫一线人员的工作
信心。”

5月24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
演丰镇苏民村村民吴忠文、刘海兰
夫妇俩从家里拿上户口本和身份证
等材料，一起来到村委会值班室。

“今天听说邮储银行来给村里授牌
‘信用村’，以后贷款不用抵押，我们
不到外地务工了，贷款扩大槟榔园
种植规模。”

“信用村”模式是海南邮储银行
探索的金融精准扶贫新路。挂牌

“信用村”的村庄，村民贷款手续简
便，无需抵押和担保，额度高达20
万元，且享受政府贴息政策。在海
南，像苏民村这样的“信用村”有
100多个。

如何精准发力，对症下药，加大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的投放，海南银
行业一直在探索。记者发现，我省
分类实施金融扶贫取得了良好成
效。

具体而言，大中型银行侧重于
立足本地优势产业和政府重点扶贫
项目。比如海南农行力推“一行一
策”，支持琼中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项
目，贷款余额1.8亿元，有效带动当
地贫困人口就业脱贫。

省农信社、海南农行和海南邮
储银行等3家银行主要加大扶贫产
业项目和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力度，
扶持生产和就业。据悉，截至5月
末，省农信社50万元(含)以下农民
小额贷款和100万元(含)以下农民
专业合作社贷款本年度发放28.95
亿元，涉及42045户；完成省下达的
2019年农民小额贷款任务目标24
亿元的120.62％。

我省各银行机构还通过加强与
地方政府部门的沟通联动，推进金
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其中农发行海
南省分行联合省扶贫办、省工商联

发起创建了“农业政策性金融产业
扶贫合作平台”, 吸收30家现代农
业领军企业加盟，有效提升产业扶
贫组织化水平和脱贫攻坚质效。

当前，金融扶贫工作重心已从
全面推动向更加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转变。我省银行业也不遗余
力，助力打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战。

以白沙黎族自治县为例，海南
银行业在海南银保监局的引导下，
为其单列信贷计划。农发行海南
省分行还专门制定政策性金融服
务白沙脱贫攻坚工作方案，构建

“优惠贷款+龙头企业客户+贫困
户”扶贫模式，引导企业与贫困户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截至2019年
3 月末，白沙辖内各项贷款余额
2.41亿元，增速3.71%，高于全省各
项贷款增速。

海南银保监局
定点帮扶村
脱贫出列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刘森）“海南自贸区建设国际财富管
理中心正当时，我们将以数字金融科
技全力助力新型财富管理中心建设
发展。”6月25日举行的“2019海上
丝绸之路（海南）金融高峰论坛暨财
富管理海口论坛”上，凤凰卫视集团
旗下智能投资理财平台——凤凰金
融董事长贺鑫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
访时这样表示。

据了解，凤凰金融作为一家自成
立以来就深入研发数字金融科技的

公司，早在2018年9月就与海口市
政府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凤凰
金融也将全面助力海南自贸区金融
发展突围。

贺鑫认为海南自贸区的金融开
放创新应对标世界一流国际金融中
心，如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并构建
先进创新的金融发展体系，以技术革
新驱动——数字技术、科技手段驱
动，为金融发展提供驱动力量，通过
一系列制度吸引优质金融企业入驻，
为其发展提供便利，并积极探索跨境

投融资便利可行性，力争在区域内出
现一批跨境投融资金融产品创新，培
育一批本土高端财富管理机构。未
来，凤凰金融也将运用数字技术与应
用为海南自贸区的金融科技发展升
级提供支持。

贺鑫表示，未来凤凰金融将利
用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资源与数字
技术研发创新力，助力海口财富金
融行业的发展，为海南自贸区建设
添砖加瓦，也为实体经济注入一份
力量。

凤凰金融董事长贺鑫：

以数字技术支持海南金融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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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许丽

头星村百香果产业扶贫示范基
地里百香果迎丰收。

海南银保监局供图

信贷人员下基层了解农户信贷需求。海南邮储银行供图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通讯员 陈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