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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边检边放”让海南水产品“畅游”海外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应黎 特约记者 张振豪

水产品是海
南主要出口创汇
产品之一。岁末
年初，猝然而至的
新冠肺炎疫情，使
海南水产品出口
陡增变数。

通威（海南）
水产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易刚辉
一度忧心忡忡。
不过，他的担心不
久就云消雾散。
“‘边检边放’便利
通关措施有效提
升了水产品出口
的通关效率，减少
了企业的等待时
间，有助于保障我
们出口水产品在
疫情期间顺畅交
易。”易刚辉说。4
月 17 日，该公司
出 口 至 美 国 的
65.9 吨 、货 值
20.9 万 美 元 的
“冻罗非鱼片”在
海口海关所属椰
城海关的“边检边
放”临时监管措施
下顺利通关。

一封“求助信”

受疫情影响
海南水产品出口面临诸多困难

谈及海南水产品出口，罗非鱼是当
仁不让的主角。海南罗非鱼产量多年位
居全国第二位，出口量占海南口岸出口
水海产品的八成以上，是海南第一大出
口创汇农产品。欧美市场上大部分的罗
非鱼来自中国，而中国出口罗非鱼近三
成由海南产。

一条小小的罗非鱼，在海南“游”了
30年，衍生出一个大产业——

海南罗非鱼近10年的年养殖量都在
30万吨以上，95%以上成品出口美洲、欧
洲、亚洲、非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总额3亿多美元。海南罗非鱼产量大，
产值更是可观。据业内人士估算，如果将
上下游产值全部计算在内，从饲料、种苗、
养殖、捕捞、加工，到贸易、包装、物流、动
保全产业链，这是一个年产值超30亿元
的产业，解决了 14 万人的就业问题。
2018年，海南罗非鱼成为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疫情对海南外贸进出口造成一定
冲击。

日前，海口海关收到海南省水产流
通与加工协会的“求助信”：受疫情影响，
海南水产品出口企业经营与销售面临困
难。因近期水产品订单较为集中且对装
运时限要求较高，若出口水产品到港时
间延后，可能会因错过外方客户的销售
时间而被取消，进而影响企业与客户的
后续合作。

这不是海南罗非鱼第一次遭遇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以出口为主的海
南罗非鱼产业造成冲击，海南及时出台系
列扶持政策，贴息贷款、出口奖励、补助养
殖户与龙头企业，帮扶企业渡过难关。从
此，海南罗非鱼产业一直顺风顺水发展。

“水产品是海南主要出口创汇产品之
一。受疫情影响，我省水产品销售和出口
面临诸多困难。必须主动作为、创新举
措，帮助海南罗非鱼产业尽早突围。”海口
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边检边放”通关提速

原需10天等待实验室检测时间
缩减为零

如何帮扶海南罗非鱼突围、畅游海
外？

从出台收储奖补政策到开展“一地一
策”“一厂一策”帮扶措施，以及创新出口
水产品“边检边放”新模式……近段时间
来，我省多措并举有效打通水产品销售渠
道，助力水产品出口快速通关。

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鱼苗养殖企业，产品销往印度尼西亚等
国。早前，公司计划扩大出口到越南、菲
律宾等国家，以进一步打开东南亚市场。
但受疫情影响，出口计划停滞。

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海口海关对出
口水产品企业面临新版欧盟证书通关不
畅、船期减少无法及时提前申报、国外订单
到港时效性不高等困难，推行“一难一策”，
及时制定证书作业“零延时”措施，申请修
改证书的企业提供保函后即可在退回原版
证书的同时出具新证书，在疫情期间避免
因国际航班取消导致清关材料往返寄送影
响通关的问题，缩短货物滞港时间。4月
20日，宝路公司首批出口越南的150万尾
罗非鱼苗经椰城海关检疫合格出口越南，
顺利打开市场。

出口水产品“边检边放”新模式同样
值得一提。

“出口水产品‘边检边放’从申报到通
关出口的效率大大提高，给我们节省了很
多时间。海口海关为我们提供点对点服
务，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会做好产品品
质内控和追溯。”海南远生渔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陶慧英说。4月8日，该公司出口至美
国的一批15.8吨“冻二去罗非鱼”在海口海

关所属椰城海关的监管下顺利通关。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海口海关以支

持罗非鱼出口为重点助力海南水产品稳定
出口。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调研摸排辖区水
产品企业出口难题，出台帮扶企业“防疫
情、稳外贸”十六条措施，着重建立与出口
水产品企业良好沟通机制，针对企业对贸
易国采取限制措施的担忧，动态发布预警
信息及国外相关临时限制措施，为企业提
供贸易国家认可的海关检验检疫标准技术
支持，指导出口企业妥善应对，助力我省出
口水产品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

为解企业燃眉之急，海口海关多渠道
对辖区重点企业进行深入调研，了解企业
实际困难和需求，对出口水产品通关监
管措施进行研究和风险分析，在做好防
控措施基础上，创新出口水产品“边检
边放”新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对水产品出口施行“边检边放”
临时通关措施，即命中抽样送
检的出口水产品，可依企业
申请，在企业承诺主动召
回检出不合格产品的前
提下实施抽样后即放
行。

“实施‘边检边放’
后，被命中抽样产品的
等待实验室检测时间从
原需的10天缩减为零，
实现申报当天放行。”海
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边检边放”新模
式的作用正在显现。

“公司今年一季
度罗非鱼出口额和

去年同期持平。2月刚开始受疫情影响订
单有所回落，但是3月开始订单稳步增
长。”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孝文说，公司在26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市
场的客户，且这几年已布局国内市场。

据统计，今年3月，海口海关共完成出
口水产品检验监管654批、重量1.45万吨、
货值3948.1万美元，环比分别增长330%、
274.9%、232.9%，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疫情防控期间，出口国对水产品检
测时间普遍增长，海外订单对物流和通关
时效要求更高，‘边检边放’有助于提升疫
情期间出口水产品海外市场的竞争

力。”海口海关副关长陈针表
示，海口海关将继续跟进
企业调研工作，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贴心做好企业

服务，为促进海南水产业外贸稳增长把好
关，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去”。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

⬇罗非鱼在海南“游”了30年，衍生
出一个大产业。图为海南一食品公司工
人在流水线上对罗非鱼进行加工包装。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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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
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
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
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
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
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
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
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
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造成或可能造
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内国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危害或可能
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各

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
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经营信息、
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
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
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
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
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
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
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
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
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
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
了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
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
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开发银行资产损失

的，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

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570311）
电话：0898-68728568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

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0年4月29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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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价值创造
实现平稳开局

财务数据表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这一前所未有的冲击，交行努力保持住
了“稳”的定力，业务开局扎实。一季
度，交行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
214.51亿元，同比增长1.80%。净经营
收入、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68% 、5.39% 、
4.48%，这些收入性指标均保持了正增
长，体现了交行的价值创造能力。

一季度，面对疫情带来的信用风险
上扬、客户交易疲软、市场利率下行等
诸多不利因素，集团净息差为1.55%，
同比下降4个基点；一季度末，不良贷

款率为1.59%，较上年末升0.12个百分
点，风险基本可控。

贷款投放提速
服务实体经济

一季度末，交行资产总额突破
10 万亿元。其中，贷款投放是最大
的贡献因素，该行人民币贷款余额
比年初增加 1841.74 亿元，同比多增
了 438.92 亿元，增幅较上年同期提
高了0.65%。

从贷款投向看，交行的业务布局
与国家战略保持“同频共振”，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三大重点
区域的各项贷款较上年末净增1653
亿元，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02倍。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0.65%；制造业贷款增幅达14.30%；
民企贷款较年初增长8.42%，增幅较
上年同期提高5.22个百分点，均满足
监管要求。

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交行进一
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季度，人民币
一般贷款平均利率同比下降25个基
点；普惠小微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下降
69个基点。

金融助力抗疫
展现责任担当

抗“疫”毫无疑问是一季度中国经
济的“主旋律”，交行充分展现国有大行
的社会担当。全集团及员工向湖北等

地区捐赠善款超6000万元。一季度
末，通过绿色通道，给予疫情防控相关
授信额度近2000亿元，实现投放1254
亿元，其中，共向461户企业投放人行
优惠利率贷款，贷款余额150亿元。积
极落实各项纾困政策，共向4.9万户小
微企业给予无还本续贷、展期、宽期限
以及还款计划调整等支持，涉及贷款金
额568.6亿元。同时，助力重点行业和
重点区域企业发行疫情防控相关债券，
承销规模达101.7亿元，解决复工复产
资金需求。

疫情期间，交行打通线上线下渠
道，扩展智能化服务场景，运用直播、手
机银行、云端银行等工具，做到了客户
服务不掉线、金融支持不断流，推出了
一系列创新产品：如贸易融资类线上产
品“快捷证”“快捷贷”；手机银行新上线

“7×24小时免费在线问诊”“战疫专题
债销售”“应急惠民贷”“硬核课程免费
学”等功能。一季度末，该行手机银行
月度活跃客户达2102.22万户，同比增
长22.78%；线上基金、理财与外汇交易
客户数分别增长 62.14%、29.51%与
52.06%。

展望二季度，交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都将面临重大考验。银行业是亲周
期性行业，不可能独善其身。交行将
化危为机，紧紧围绕“建设具有财富
管理特色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银行”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数字化导
向的敏捷组织，加速业务与技术的高
效融合，为智能化开放式生态环境做
好充分准备，为广大客户、股东和社
会创造更大价值。

交通银行积极应对市场形势和政策环境变化

金融助力抗疫 开局稳中有进
4月28日，交通银行（以下简

称交行）发布了2020年一季度业
绩。报告显示，一季度末，交行资
产总额突破10万亿元，达人民币
10.45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54%；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归属母公司）214.51亿元，同比
增长1.80%。

交行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交行积极
应对市场形势和政策环境变化，坚
持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两手抓”，
在全面履行金融抗“疫”责任的同
时，动态优化政策措施，最大限度降
低了疫情对业务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