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个市县开展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参加投保的有3.95万户
其中贫困户3.85万户
总承保38.67万亩
总保额3.45亿元

扶贫贷款累计发放321亿元
帮扶贫困户35.8万人

产业扶贫带动贫困人口 12.7万人

扶贫小贷累计发放
贷款 16.8亿元
累计惠及人口数

8.68万户（次）

扶贫保险累计保障金额
1476.89亿元

累计惠及贫困人口
201.3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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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洪佳佳 通讯员李小诺）日前，
记者从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获悉，该
行积极探索FT账户体系下的各项
金融服务，不断取得业务上新的突
破，截至目前，FT账户项下融资总
额突破了亿元大关。

作为海南自贸区建设重要的
金融基础设施，FT账户承载着我
省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重要使命。
据悉，光大银行海口分行通过分账
核算单元积极对接境内外优质优
惠的金融资源，为客户量身定做自

贸金融服务方案，提供高性价比金
融服务，获得监管机构和企业的良
好评价。

FT账户具有资金成本低、可以
选择在岸或离岸汇率进行结售汇、
多币种可兑换账户以及便利的资金
划转规则等优势。下一步，光大银
行海口分行将继续深耕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市场，持续发力包括FT
资金池、FTN账户融资等创新业务
落地，做大自贸业务规模，为助力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林
思彤）近日，海南建行发布“个体工
商户经营快贷”、“抵押快贷”两项创
新产品，分别针对个体经营者、有一
定资产积累的小微企业等两类小微
客户群体的融资难点，给出“建行模
式”下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普惠金融
产品都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和大数
据技术，以小微企业为核心，创新
打造的普惠金融产品。“个体工商
户经营快贷”是按照“批量化获客、
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

控险、综合化服务”的普惠金融“五
化”模式打造的首个个人经营性贷
款产品，一定金额以下，可直接发
放至个人账户，无需开立单位结算
账户，助力广大个体工商经营者轻
松创业；“抵押快贷”是依托金融科
技赋能、以“互联网+数据+资产”为
核心，建立的简捷、快速的业务办
理标准与流程，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1000万元，可为具有一定资产积累
的小微企业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

据介绍，在建行综合的普惠金
融发展战略指导下，海南建行在发

挥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做好新金
融的加法，聚焦降低门槛、简化流
程、减少抵押等小微企业需求痛点，
重构金融信用体系，更新金融价值
取向与功能作用，降低服务准入门
槛，以产品供给的创新和升级精准
对接小微企业需求。

海南建行行长张中科表示，新
产品发布，是建行践行普惠金融战
略的又一次创新举措，是致力于更
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有益实践。

最高可贷1000万元

海南建行发布普惠金融系列产品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FT账户项下融资总额超亿元

免费法律和医疗咨询

海南邮储银行
“农民丰收卡”上线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梁磊）近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与中国银联联合推出的“农民丰收卡”亮
相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海南邮储银行
也同期上线“农民丰收卡”。

据了解，“农民丰收卡”采用全流程纯线上办理，
是邮储银行首张无实体介质Ⅱ类户主题借记卡。邮
储银行无实体介质Ⅱ类户主题卡是邮储银行与外部
机构联合打造具有特定权益的特色虚拟主题卡，客
户无须到线下网点办理，线上即可申请。作为助力
乡村振兴的主题卡，“农民丰收卡”整合了中国银联
和邮储银行资源，将向持卡人提供特色权益，持卡人
在权益服务期内，可免费享受法律咨询、医疗咨询等
服务。

近年来，邮储银行加快网络金融建设，积极与各
类机构合作，加快推出无实体介质Ⅱ类户主题卡。
除“农民丰收卡”外，邮储银行还推出了“腾讯联名
卡”等Ⅱ类户主题卡，均可在手机银行上申请，流程
简单，操作方便。

据悉，海南邮储银行将进一步发挥网点分布
广泛、深入广大县域的优势，不断强化“三农”金
融服务能力，积极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促进“三农”金融业务数字
化转型，积极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

海口联合农商行南北市场支行开业

“夜市银行”24小时
服务小微企业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洪佳佳 通讯
员徐燕）近日，海口联合农商银行DC城支行喜迁南
北水果市场，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南北市场支行正式
揭牌开业。

南北市场支行是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的第8家机
构，战略落棋南北水果市场将会充分利用南北水果
市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客户资源，充分发挥银行作
为间接融资机构的资源分配功能，不断促进海口经
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该支行也将开通“夜市银行”功能，打破了
传统银行经营在时间上的限制，实现24小时人工服
务，满足客户在夜间的金融需求，实现各种便民业务

“不停歇”，更好地为区域内商户和个人提供个性化
服务。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林海波表
示，海口联合农商行南北市场支行将坚持“小微至
上”的市场定位，为客户提供高效、贴心的全方位服
务。

“原来得担水、背柴，现在住到
新房子里，打开煤气炉就能做饭，
水、电也都给我们安装好了，政府出
了好政策，我们有好福气啊!”五指

山市畅好乡番道村的贫困户陈明建
激动地说。刚踏进陈明建的新家，
他便热情地领着记者参观了起来，
一会指指电视，一会指指厨房，激动

心情溢于言表。
以前，陈明建住在低矮破旧的老

屋里，陋锅、烟灶火，每到做饭时，总
熏得人眼泪直流，一家人仅靠割胶维

持生计。后来靠着政府出的4.5万元
和五指山农信社的帮扶资金，陈明建
一家不仅生产发展了，还在老屋旁建
起了二层小洋房，日子越过越好。

“以前我们穿着工作服都不太敢
走进银行，现在只要路过建行网点，
就有工作人员亲切招呼我们进来喝
杯水休息一下，我们真的很感动。”徐
大姐是海口美兰区海府街道上的一
位环卫工，每次经过建行海口海府支
行，大堂经理孙思莹都会招呼她进去
坐坐喝杯柠檬水。

一开始，徐大姐还不好意思进
去，但是孙思莹叫得多了，徐大姐也
就慢慢习惯了建行有一个“劳动者港
湾”，一来一往她跟孙思莹熟络了起
来。现在，徐大姐还会叫上附近的同
事一起过来歇歇脚。

“我们希望为网点周边的劳动者
提供一个休息的空间，累了能歇脚，
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
热，夏日送上一份清凉，冬日送上一
份温暖。”海南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建行以“劳动者港湾”为依托，让
金融走出银行网点柜台，为普通大众
提供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精准直达

的温暖服务。
如今，海南建行在全省范围内打

造了92家“劳动者港湾”，7家特色
“劳动者港湾”，其中建行海口海府支
行在全国建行系统内首推“24小时
劳动者港湾”，饮水点覆盖率100%，
累计服务客户95.47万人次。

开放共享营业网点资源，将服务
内涵延伸出三尺柜台的还有海南工
行。该行在部分网点设立了“夏日驿
站”，为环卫工人、交警城管、快递员
等户外工作者，老弱病残孕、走失儿
童等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提供金融
以外的服务。

除了“歇脚亭”，有的银行网点还
成了社区图书屋。“我平时都会带孩
子下楼来看看书，培养孩子的阅读习
惯。”海口和风江岸小区居民黄女士
告诉记者，光大银行海口和风江岸社
区支行的海图社区书屋就设在她家
附近，有空时她很乐意陪着孩子一起
来看书，共同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

社区书屋面积不大，书籍种类却
很丰富，畅销书、中外名著、文学、金

融、养生、儿童读物等书籍一应俱
全。借阅证只需要凭着海南省图书

馆借阅卡或光大社区银行的“社区i
家卡”就可以借阅。

据悉，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各社区
支行均设立了“海图社区书屋”，书香
延伸至城市社区的角角落落。今年
暑假期间，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还为孩
子量身定制了暑期计划，在辖内9家
社区支行网点定期开设课堂，包含科
学实验、英语、绘本、手工、围棋、陶
艺、钢琴、美术、国学等9门课程。

通过资源整合，银行网点在物理
空间上还能延伸出“共享会议室”。
为解决海口国贸周边小微企业的空
间需求，让金融服务创造更多的价
值，海口农商银行国贸支行上线了

“共享会议室”。据悉，这个近200平
的“共享会议室”可容纳40余人。会
议室内，各类设施设备齐全，包括桌
椅、空调、互联网、投影、打印复印机、
茶水咖啡等。小微企业可以在这里
进行商务会议、项目签约、公司培训、
业务推广等活动。

近年来，我省金融机构精准施策，一手靠银行信贷往前“领”，引导贫困户产业致富，一手靠保险保障在后“兜”，防止贫困户
脱贫又返贫，让金融资源精准“滴灌”贫困地区，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前有信贷引领产业 后有保险兜底防止返贫

“一带一托”让脱贫步伐更坚实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洪佳佳

是图书屋、歇脚亭、社区课堂，也是共享会议室

看我省银行网点“七十二变”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洪佳佳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创新消保工作

支行行长“变身”大堂经理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曾丽园 通讯

员张龙）“您好，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一走进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陈阿姨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让她没想到的是，为她服务的竟是该营业部总经理
黄李智。

这是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为进一步纵深推进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的“支行行长坐大堂”活动。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该行践行“金融知识普及
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的具体体现，更是加
强消保创新工作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大堂经理是营业网点一线岗位，直接代
表企业形象、体现银行服务质量，支行行长在营业大
厅担任大堂经理，以“大堂经理”的身份，走近员工和
客户，体验一线员工工作，倾听客户声音，“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将消保工作嵌入到零售业务流程
中，使消保理念深入零售业务的各个环节。此举在
进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成为提升银行品
牌美誉度的重要法宝。

“行长服务客户都这样认真热情，我们更是马虎
不得啊!”“行长都在大厅值班了，他们还真是重视客
户！”这项活动得到了该行员工和客户的广泛称赞与
好评。据悉，下一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将继续加强
消保创新工作，通过行领导接待日、行长坐大堂等多
种方式，听取基层和客户的意见，切实履行好社会责
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本版策划/洪佳佳

在建行海南省分行“劳动者港湾”里，工作人员为前来歇脚的环卫工人
递上热茶。 海南建行供图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南北市场支行开业现场。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供图

五指山畅好乡番通村，五指山农
信社收购当地贫困户种植的百香
果。 海南农信社供图

“买了保险后，即使市场上橡胶
价格低，胶农收入也能有保证。”近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深联
村委会门前，人保财险琼中分公司的
客户经理为村民讲解天然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的优势。投保后，一旦橡
胶市场价格低于约定的15元/公斤
标准，胶农就可以获得保险理赔，保
证胶农尤其是贫困胶农的经济收入。

目前，我省已有18个市县开展
了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参加投

保的有3.95万户，其中贫困户3.85
万户，总承保的面积有38.67万亩，总
保额3.45亿元。

此外，我省还引入商业保险介入
扶贫工作，通过“保险兜底”，切实减
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因病、因灾、因
意外返贫。通过农业保险、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农房保险、家庭人身保险、

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扶贫保险，
建立起覆盖产业发展、农户安居大病
重疾、人身保障和融资增信等5个方
面风险保障。截至目前，我省扶贫保
险累计保障金额1476.89亿元，累计
惠及贫困人口201.37万人次。

住上新房子，产业种植不愁销路，
割胶卖胶不愁价格，病了有大病保险

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收入
多了，负担轻了，日子过得很有盼头。”
正如陈明建说的，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依靠着金融精准扶贫措施的“托一把、
送一程”，有了脱贫致富的“底气”。

“有政策的支持，只要人不懒，就能
富起来。”这是陈明建这几年的脱贫心
得。他把各项扶贫政策都打印出来，
工工整整地贴在新屋的大门处，“有不
懂的，就看政策。”陈明建说，赶上了好
政策，过上了好日子，他格外珍惜。

帮扶机制上，我省金融机构通过
银行信贷支持、保险风险分担和加快
培育带贫产业等方式，引导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致富。

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曾经是
一个突出难题，特别是贫困户无可抵
押财产、无人为其担保，即使有再好的
项目，也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5
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
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贴息、建立风

险补偿金”，扶贫小额信贷开辟了一条
有效解决贫困户通过融资解决产业发
展的新途径，大大降低了贫困户贷款
门槛和贷款成本，为贫困户发展产业
稳定增收提供了强大助力。截至今年
8月底，我省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贷
款16.8亿元，累计惠及人口数8.68万

户（次），历年累计覆盖率56.5%。
“金融扶贫增强了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我省金融业监管层相关负责
人说，比如扶贫小额信贷，有财政贴
息，贫困户不贷就享受不到政策，贷
了就有还款压力，通过调动贫困群众
的劳动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干、努力

干，激发了贫困群众干事创业的意
识，也实现了从“要我脱贫”到“我要
脱贫”的转变。

同时，为提升金融服务，改善农
村金融环境，我省金融机构在全省
2612个行政村布设便民服务点2958
个、设立村级金融服务站642个,全
力推动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到村、到
户、到人，满足贫困户的金融需求，确
保金融扶贫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如今，搬进了新家的陈明建，生
活逐渐明朗了起来，“奔富”的日子过
得格外充实。

每天，天刚擦亮，陈明建便到后
山的橡胶林里割胶，因为投保了橡
胶（价格）指数保险，有了保险的兜
底，他再也不愁胶价下跌亏本了。
割完胶，陈明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
百香果种植地里，除草浇水。百香
果种植是五指山农信社帮助村里发

展起来的产业扶贫项目，陈明建承
包了一亩地，在百香果树下套种菜
仔树，形成了一片土地，两个产业，
两份收入。因为村里统一收购，种
出来的百香果，陈明建也无需担心
销路。

“贫困户只管种，不管销售，不承

担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不懂的，有
人教，种出来了，有人收。”五指山农
信社派驻五指山市畅好乡番通村第
一书记、振兴工作队长吕俊杰说，依
托五指山农信社的信贷支持，番通村
形成了“村党支部+贫困户+农户+合
作社+信用社”的帮扶模式。同时，

五指山农信社还将金融手段融入贫
困户产业发展链条，深度参与产业规
划、技术培训、加工销售环节，打破小
农经济下小、散、弱的产业风险。

陈明建生活的变化，是我省金融
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海
南累计发放扶贫贷款321亿元、帮扶
贫困户35.8万人，产业扶贫带动贫困
人口12.7万人，占全省建档立卡贫困
户19.32%。

保险“兜底”防止因病、灾返贫

信贷“活水”搅活产业发展

金融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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