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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曾丽园 通讯员张龙）今年上半年，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积极探索战略转型，持续优化业务结构，不断提
升综合金融服务功能，扎实服务海南实体经济和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据悉，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自2014年入琼以来，
一直积极创新，做大和转变平台企业职能步伐加
速，全面切入地方政府相关融资类行业，加大对海
南各项建设中基础性行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此外，
该行还紧扣海南自贸区“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
位，持续加大与地方政府在旅游、绿色金融等行业
的合作。为企业、政府提供绿色信贷、PPP融资、绿
色租赁等多元化金融服务支持。积极探索创新型
权益工具，大力推动绿色债券、排污权抵押等创新
产品落地。

海南建设自贸区，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要
求，该行主动适应，积极参与。4月份正式上线海
南自由贸易账户，并实现了自贸账户体系下的存
款、融资、结算、衍生品等各类产品的全面适用，并
陆续办理了首笔FTE、FTN账户开立，一二线跨境
收付汇，离岸购汇等业务，积极助力了企业更好的

“走出去”。
此外，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上半年积极响应海南

省政府号召，成功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三个批次，
累计承销金额约9亿元，投债规模位居本地股份制
银行之首。这为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在拓宽政府融资渠道的同时为小微企业、市民提供
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投资选择。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接入省税务系统

为诚信纳税小微企业
提供“税金贷”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吴泽慧）近日，平
安银行海口分行成功完成与海南省税务局银税互动
系统对接，为当地优质诚信纳税的中小微企业提供
免抵押、免担保的高效授信产品“税金贷”，这标志着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成功实现“互联网+税务数据+银
行”的全新服务模式。

即日起，海南省广大纳税人可通过手机扫码自
主线上申请，足不出户快速完成贷款申请，平安银
行实时在线受理申请、及时授信，最快60秒完成审
批，10秒放款。此外，贷款随借随还，一天起借，满
足企业临时周转需求。该服务模式有效缓解中小
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实现银税一体
化服务。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
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
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之一，
作为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一员，我省
小贷行业也一直履行着着服务实体
经济的使命。

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我省
小贷行业始终结合海南特色产业进
行扶持，助力我省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这也得到我省众多企业主的大力
赞许。

位于三亚市天涯区槟榔村的海
南春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我省南
繁育种的龙头企业，据了解，我省南
繁基地是我国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南
繁育种科研基地，为实现种业现代化
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
献。春蕾实业有限公司的南繁科研
也少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支持。

据介绍，通过小贷和担保等形
式，三亚市中小企业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已累计为海南春蕾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融资2000多万元，该公司董
事长何志军表示，公司发展经常紧

急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小贷公司
相对于银行来说更为灵活，放款也
更快，总是能很好地解决公司发展
的燃眉之急。

这一点，海南某沉香类企业负责
人也深表认可。

沉香是海南的优势特色产业，
然而沉香是个高投入、慢回报的产
业，大量的资产要投入到土地里，但
是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流动资
金。2016年，该企业临时需要一笔
资金，但是银行贷款手续多，这让公
司负责人很是着急。关键时刻，海南

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源小贷）及时资助，两天之内就
放款到账，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
后，再遇见临时急用钱的时候，信源
小贷也总是及时出手，为企业排忧
解难。

信源小贷总经理吕向平表示，结
合海南地方经济发展特点，信源小贷
采用灵活创新的业务模式，为过去无
法获得贷款的，正处于创业期、成长
期的城乡个体经营户、微型和小型企
业、“三农”创造获得资金、发展事业
的机会，日后也将不遗余力地为本地

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小贷行业的力量。
实际上，小贷公司是经过我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批准设立的正规地方
金融机构，作为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
重要补充，在服务民营经济、地方经
济方面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在
省金融局备案的小贷公司有70家，已
累计投放贷款超过411.41亿元，其
中，投向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
的 贷 款 215.24 亿 元 ，占 比 超 过
52.34%，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彰显出普惠金融特色。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林
思彤）近日，建行海南省分行启动建行
大学“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名学子
暑期下乡计划，组织100余名在校大学
生走进乡村，走进田野，走进农户，为乡
村振兴贡献青年学子的智慧和创意，为
乡村发展注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据悉，“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

名学子暑期下乡计划是建设银行进
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启动仪式全部集中安
排在海南省东线、中线、西线重点市
县乡村进行，并直接由分行派驻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驻村干部、支行干
部进行授旗。

作为全国金融业第一所企业大

学，建行大学自2018年 12月 17日
成立以来，实施开展“金智惠民”工
程，推进产教融合，不断提升国民金
融素养。“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名
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建
行大学“金智惠民”工程在乡村振兴
战略领域的资源优势，持续建设“新
金融人才产教融合联盟”实训基地，

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了解金融、融入
社会、参与公益、发挥才智的社会实
践平台，在助力脱贫攻坚、投身乡村
振兴的实践中展现青年风采，以实际
行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启动仪式后，青年学子将赴我省
16家县域机构跟岗、到村口银行挂
职，参与分行“金智惠民”讲师团，走

进乡村传授金融基础知识，介绍扶贫
政策，讲解反假币、预防电信诈骗等，
把培训送到田间地头。与此同时，组
织学习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渔
业、水利等专业的大学生作为公益活
动志愿者，将专业知识与技术带回家
乡，为乡村和农民家庭提供专门培训
与技术指导。

上渔船送金融服务

近日，邮储银行临高县
支行信贷员利用南海伏季休
渔期，登上渔船给渔民讲授金
融服务政策和产品。

近年来，邮储银行海南
省分行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陆续开发出南沙渔船
抵押贷款、渔船捕捞行业贷
款、渔业养殖户贷款等行业
贷款产品，解决了渔民长期
缺少造船、油料资金的困难，
助推海南渔业养殖、远洋捕
捞等行业发展，服务海南“蓝
色”经济。数据显示，截至6
月末，该行发放在建渔船抵
押贷款近3亿元。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
讯员 符德勇 摄）

不忘初心 担起使命

小贷行业灵活放贷支持我省特色经济发展

建行大学万名学子暑期下乡实践在海南启动

大病保险累计赔付11.8亿元

王阿姨“二次报销”的是海南省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
负担合规医疗费用累计超过 8000
元的部分即纳入大病保险的赔付范
围，个人年度最高补偿金额为22万
元。

“增加大病补偿后，基本医保加
上大病保险补偿的总补偿与参保人
员总的住院费用的占比由52%提高
到 63.2%，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了 11个百分点。”中国人寿海南分
公司是我省大病保险承保机构之
一，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2014年
启动以来，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有所减轻，大病保险发挥了真正的
作用。

来自海南银保监局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省约700万城镇居民基本医
保人员和新农合的参保人员已纳入
大病保险保障范围，大病保险基本实
现全省覆盖。截至今年7月31日，大
病保险累计赔付11.8亿元，为49.78

万名参保人提供保险保障，有效缓解
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全面
提高我省医疗保障的水平。

贫困户医疗报销比例
提高至75%-83%

据记者了解，2016年10月，我省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含最低生活保障
人员和农村特困人员）投保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也随之纳入保障范围，
同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赔付起付
线由8000元降至4000元。同年，各
地政府出资为我省47.7万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投保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即
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对符
合约定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一定比
例再次给予赔付，个人年度最高赔付
8万元。

截至今年 7 月，我省已累计为
5828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赔付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8146.51 万元。省目
前已基本实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全覆盖，贫困人群的实际医疗报销
比例提高至75%-83%。

“一站式”即时结算更方便

为了方便百姓看病，减轻因大额
医疗费用造成的家庭经济压力，我省
大病保险承保公司与医保机构签署
了大病保险系统对接服务协议，与医
保机构、医疗机构签署了三方大病保
险服务协议，极力推动“一站式”即时
结算工作（即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出院或特殊病种大病门诊
就医后，同时报销基本医疗费用和大
病保险补偿费用）。

目前，我省全省大病保险“一站
式”即时结算，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跨
省异地“一站式”即时结算。这大大
简化了我省百姓的省外就医赔付流
程，方便了参保人员省外看病。

对于因异地就医或未能在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大病保险即时结算的
参保人员，中国人寿海南分公司还开
展联合办公，以便参保人办理基本医
保补偿时，同步办理大病保险补偿。

“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政府
部门参保的扶贫保险也实现‘一站
式’即时结算。”中国人寿海南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出院后，
可同时报销基本医疗费用、大病保险
补偿费用和扶贫保险补偿费用。“无
需垫付费用，能最大程度缓解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就医负担。”

人员信息缺失影响补偿进度

大病保险的初衷是减轻城乡居
民的医疗负担，做到应保尽保。但从
实践看来，参保人员信息不完全成为
了“拦路虎”。

“我们在追溯补偿工作中，不少补
偿人员信息不详，包括手机空号、地址
不详、多次联系不上等，导致无法联系
补偿人员发放补偿金，影响了补偿最
终进度。”中国人寿海南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承保的大病保
险为无清单承保，补偿人员信息不准
确或不全，易造成重复参保、重复赔付
问题。尽管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医保机
构、医院、社区、上门甚至是利用公安
部门查找补偿人员信息，仍无法取得
联系，联系不到的未补偿人数约占未
回补人员的一半以上。

累计赔付11.8亿元，贫困户报销比例最高83%

我省大病保险缓解就医压力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陈玉冬 刘庆

家住海口市秀英
区的农户王阿姨，去年
3月被查出患上乳腺肿
瘤，短短几个月，就花
去医疗费用近 20 万
元，巨额医疗费用扰乱
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虽然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了 9.67 万元，但王
阿姨还有近10万元医
疗费用需要自己负
担。好在赶上了大病
保险政策的实施，在提
交完整的理赔资料后
一个星期，她拿到了
4.03 万元大病补偿
款。她说，大病补偿款
缓解了就医压力，没有
这一块保险金自己很
难坚持下去。

海南农发行贷款
余额达443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郑青）海

南农发行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转化为工作成果，高质量服务海南地方
经济发展。截至目前，海南农发行各项贷
款余额443亿元，较年初增长9.93%。

近期，海南农发行聚焦党的建设、服
务脱贫攻坚、服务粮食安全等重点业务和
员工反应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一线
直奔基层和企业，通过走访项目现场，沉
下去了解掌握实情，面对面听取党员干
部和员工的意见建议，提出破解问题的
措施办法，形成了调研报告，取得良好的
效果。

海南农发行行长黄进强表示，下一步
将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八个专
项整治”，把问题找实、原因找准，为整改
落实提供精准靶向，把解决实际问题的成
效作为衡量标准，把“改”贯穿始终，真刀
真枪地解决问题。

今年海南富德生命人寿
累计赔付685万元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洪佳佳 通
讯员黄虹）“这笔理赔金真是雪中送炭，这不仅大大
缓解了治疗费用的紧张，更是在心理上给了一家人
积极对抗癌症的信心，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日
前，海口市民李女士委托家属带着锦旗到富德生命
人寿海南分公司。

今年5月，李女士因胃部不适前往海南省肿
瘤医院检查被诊断出“伴印戒细胞癌”。接到理赔
申请后，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公司积极展开核查工
作。鉴于重疾险确诊即赔付的特点，保险公司随
即向李女士赔付25万元理赔金，缓解了她的经济
压力。

数据显示，今年7月，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分公司
理赔案件66件，赔付金额109.62万元。今年累计
理赔结案420件，累计赔付金额685.48万元。

金融聚焦
大病保险基本实现全省覆盖

累计赔付11.8亿元，为49.78万名参保人提供保障

为5.82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赔付大病补充医疗保险8146.51万元

贫困人群的实际医疗报销比例提高至75%-83%

截至7月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本版策划/洪佳佳

白沙农商行设立“不动产
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特约记者袁国华）近日，
白沙农商银行与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合作协议》，并在白沙农
商银行设立“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近日，
双方在白沙农商银行启动不动产便民服务点揭牌仪
式，标志着客户在该行可以“一站式”完成不动产贷
款抵押业务办理。

在海南农信系统金融科技支持下，白沙农商银
行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以便民利企为出发点，将双
方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信息共享、窗口共建，把不动
产登记延伸到金融网点，实现系统直连“一站式”服
务。今后，涉及不动产抵押登记等相关业务，在白沙
农商银行便民服务点可直接办理完成，实现抵押登
记零环节、零材料、零时限。

当天，首笔办理贷款抵押手续的陈先生，很快便
完成了贷款不动产抵押登记。他说：“幸福来得太突
然了，以前办理抵押贷款需要前前后后跑好几个来
回，现在只需将材料交给信贷员就好了。”

据了解，实施“不动产登记+金融服务”模式是
白沙农商银行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重大决策
部署，也是优化白沙县金融营商环境工作中的重要
举措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