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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商银行荣获中银协2018年社会责任百佳评估“特殊贡献网点奖”

坚守本业不忘初心 做有担当的本土金融机构

团队。

海口农商银行荣获的“特殊
贡献网点奖”奖牌。

海口农商银行志愿者为残疾人提供贴心服务。

7月 17日上午，北京市
西城区金融街交通银行大厦
二层报告厅掌声雷动，全国
各地金融人士济济一堂，
《2018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暨中银协2018
年社会责任百佳表彰大会在
这里隆重举行。会上，海口
农商银行监事长许论池代表
该行营业部领回了社会责任
百佳评估“特殊贡献网点
奖”，这是海口农商行首次获
得该奖项，海口农商行也成
为我省唯一一家获得该奖项
的金融机构。

该项殊荣，既是对海口
农商行履行社会责任成效的
肯定，也是一种激励。海口
农商行自成立以来，该行营
业部坚持贯彻总行发展战
略，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积
极“支农支小”，落实精准扶
贫，着力推进小微金融业务
和零售业务，并大力提升服
务水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对海口市中心城区及偏远乡
镇客户的金融服务作出积极
贡献。

坚守本业 | 大力支农支小支微 助力金融扶贫

海口农商行坚守本土，不忘金融
机构服务行业的初心，在服务水平上
也早已走在现代科技商业银行前
列。这点从各网点科技感、现代化十
足的服务环境可以看出，在该行的贴
心服务中更是得到有力彰显。

“农商行的服务很贴心，主动上
门帮我激活了社保卡。”家住海口龙
华区的王女士因身患残疾，行动不
便，了解到情况后，海口农商银行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为她办理了社保卡
激活业务。

海口农商行营业部在为客户服务
过程中，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通
过开展上门服务等方式，努力为客户
提供最优的金融服务。自2015年起，
海口农商银行营业部配合总行相关部
门携带社保金融移动终端进行网点柜
台的服务延伸，为100多家单位提供
上门服务，累计服务超2余万人次；社
区上门累计服务5000余人次；跨省异
地上门，曾奔赴广州、深圳、长沙、武汉
等13个城市，提供人性化上门服务累
计500余人次，受到社会一致好评，为

广大市民带来切实便利。
此外，作为服务城乡的本土金融

机构，海口农商银行一直积极作为，
全力助推民生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
打造普惠金融生态圈，全力服务海口
城乡居民。

该行利用网点优势，配合人社部
门，开展代发社保待遇及代缴社保保
费服务，通过ATM自助设备、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和POS机，以
社保卡为介质，代征缴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灵活就业

人员保险等各项社保费用。
同时，还开展农民工工资代发服

务。截至2018年末，已有174个施
工项目开立专户，通过实名制系统线
上代发累计达 5357 户，代发金额
8172.56万元。

此外，海口农商行在全省率先引
进布放了海口人社自助服务一体机
和社保卡自助制卡机，海口人社自助
服务一体机已实现 53项社保卡应
用，率先实现社保卡申领制卡全程自
助化，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牢记使命 |
贴近百姓生活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金融，自然也离不开
金融机构。对此，海口农商行营业部始终牢记使
命，将金融服务与百姓生活密切相连，用心、用情
提供本土金融机构的温情服务，履行本土企业的
社会责任，为百姓美好生活做出更多贴心贡献。

为此，海口农商行专门设立城市美容师爱心
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热饭、饮水、充电、医药
箱、临时休息等爱心服务。并结合本职业务，积极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定期对商圈、校园、社区、
乡镇等客群进行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开展“金融知
识进万家”“反假币知识”等金融服务宣传活动，向
社会公众宣传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文化，提高社会
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法制意识。

为助力海南全域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海口农
商行营业部配合总行相关部门，制定、调整、落实
执行方案，并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克服重重困
难，于2013年4月2日成功上线了三沙市第一个
自助银行，开启了三沙市民和游客享受现代化金
融服务的新篇章。

此外，海口农商行营业部还积极参与总行组
织的线上线下扶贫帮扶活动；开展“学雷锋”慰问
贫困户志愿活动；开展“学雷锋月”关爱青少年成
长志愿活动；走进海口市先锋学校，为留守儿童及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送去了书包、文具礼盒等学习
用品，激励他们自强不息、做生活的强者。

吴敏表示，海口农商银行将以此次中银协社
会责任百佳评估“特殊贡献网点奖”荣誉为新的起
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省联社的坚强领导下，
把自身的经营发展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紧紧联
系在一起，倾情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传递温情。

（撰文/裴林 秦娇 供图/海口农商银行）

不忘初心 |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打造普惠金融生态圈

“多亏了农商行的‘花卉贷’啊！”
海口市云龙镇儒传村的花农傅尚全
对海口农商银行的特色贷款产品一
直心存感激。

傅尚全种植了40亩花卉，一直
想扩大种植规模，却苦于无资金，最
后海口农商行的特色贷款产品为他
发放了30万元贷款，解决燃眉之急。

“要打造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
大力提高小微金融的便利度和可获
得性，满足实体小微企业的有效需
求。”海口农商银行董事长吴敏多次
这样说。

海口农商银行一直是这么做
的。针对小微企业特点，海口农商银
行量体裁衣，为中小企业量身打造特
色产品，为客户提供多元化安全便捷
金融服务，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先后
推出“宏业贷”“盛业贷”“闪业贷”“随
心贷”“一税通”“商圈贷”“生蚝贷”及

“一抵通”循环贷等贷款产品。为推
动金融创新发展，海口农商银行先后
研发推出“一小通”顺贷、福贷和“社
宝贷”“花卉贷”“一税通”等特色贷款
产品，还发放了首笔商标质押担保贷
款3000万元，探索解决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问题。

海口农商银行坚持回归本源，专
注主业，坚持支农支小支微不动摇，

大力发放涉农、小微企业贷款，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19年6月末，
该行涉农贷款余额54.22亿元，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1.3亿元，涉农信贷投
入实现持续增长；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1.4亿元。

此外，海口农商行还提升金融服
务能力，协助建立244个便民服务
点，实现海口市19个乡镇、210个行

政村便民服务点全覆盖，建立村级金
融服务站53个，实现11个贫困村金
融服务站全覆盖。在人民银行海口
中心支行开展的2018年度“三农”和
小微信贷政策导向评估中，海口农商
银行荣获2018年海南省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三农”和小微信贷政策导向
评估双优秀。

海口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海口农商银行将坚持支持“三
农”、支持“小微”的发展定位，发挥

“支农”“支微”主力军的作用，围绕
“小微金融”“金融市场”“数据驱动”
三大战略，依法合规和稳健经营，“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努力将海口农商
银行打造成为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
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作出积极
贡献。

海口农商银行营业部团队。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创联创新工场授牌，现场签约19家国内外企业

海口国家高新区“腾笼换鸟”盘活旧厂房壮大新商圈

一边是地处海口南海大
道药谷工业园区，急需扩大
生产规模进行转型升级但又
受到场地限制的大健康产业
集聚区；一边是生产经营陷
入低谷，厂区闲置的老印刷
厂房，两者碰撞会产生怎样
的火花？

7月 18日，总投资规模
达3亿元的海口国家高新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创联创
新工场（以下简称世创联）正
式被授牌。该项目是高新区
实施“腾笼换鸟”，成功盘活
的一家“僵尸企业”，也是高
新区打造园中园模式第一个
成功自主招商、自主运营的
企业。

据了解，世创联是由海南省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香港盘古投资（香港基金管理）和
深圳市亿优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的多元化经济产业园区，项目坐落在海口市
港澳开发区科技大道17号，使用面积5万

平方米，旨在以国际化视野、专业化团队、高
品质物业、高标准服务，打造一个符合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水准的创新产业园区。

其运营工作主要交由海南世创联创
业服务公司负责，该公司是由香港

VANGOO CAPITAL、深圳团队结合本
地团队联合发起运营，拥有国际化和本
土化结合的专业团队组合。全面负责创
新中心日常运营工作，并计划通过资源
协同整合、联合地方强势资源、引进优质

企业，全力把创新中心打造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的品牌性多元化经济产业园区。

本项目将建设和推出国际人才服务中
心、产业协同展示中心、共享会议中心、海
房智管国际人才公寓管理计划等一系列园

区配套的落地服务平台。在产业投资层
面，盘古创富基金联合世创联在园区发起
设立5个亿规模的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投
资方向为生物技术、医疗、大健康等创新领
域，全方位助力园区企业发展壮大。

已停产或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
债的企业，犹如“僵尸”一般，占用着资源
并严重制约工业园区的发展。

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积极响应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号召，加大对“僵尸企业”、低效用
地的清理力度，采取协议租赁、转让嫁接、
以商招商等方式对其进行盘活，让旧厂房
焕发新活力。同时，闲置的资源被有效地
利用，促进了工业园区的转型升级。

“此次引入社会资本打造世创联，最
大化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土地价值，打
造‘僵尸企业’盘活样板，在解决污染、扰
民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带动区域联
动协同，形成区域创新品牌，全面盘活海

口市科技大道区域，助推智慧活力新商
圈的形成。”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世创联的授牌，为原本“落寞”的厂
房带来了新的生机。当天，世创联还与

美国瑞赛咨询、日本BOUS株式会社、香
港 VANGOO CAPITAL、香港雅兴资
本、央宣文旅、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赛
傲生物、摩贝、海房智管等19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签约。

世创联控股副董事长于智瀚表示，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
省、市各级政府及高新区在项目的建设
过程中，给予了“退二进三”“腾笼换鸟”

“提质增效”等政策，同时为企业的发展

提供指导思路，给企业创造了最有利于
发展的营商环境。

“高新区的‘一企一策’，为企业量身
定制各项服务，打破了以往的一把尺子衡
量，有利于更多优质企业的入驻。”于智

瀚还希望能联合世界各地的企业家，秉持
着世创联创新工场的“一站式落地服务，
全方位助力发展”的核心理念，为全球企
业进入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提供服务。

美国瑞赛咨询的董事长Jonathan

Rechtman致辞中讲道：“外国人大多只
知道海南有着优美风景，是旅游胜地。
但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
外国人更应该重新认知海南。海南不仅
是一个度假享乐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外

企落地中国市场的门户，无论从税收政
策、环境条件、基础设施或者人才培养方
面，海南都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选择。”

策划/曹果 撰稿/曹果 华华
图片由海口国家高新区提供

世创联被授牌 助力园区企业发展壮大

园区优质服务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盘活“僵尸企业”促进园区转型升级

美 国 瑞 赛 咨 询 董 事 长
Jonathan Rechtman致辞。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创联创新工场授牌现场。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创联创新工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