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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服务
“三农”，
精准扶贫惠农富农，累发涉农贷款 300 余亿元——

海南农行：
金融“活水”润
“三农”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张荣鑫

作为涉农金融服务的“国家队”，农行海南省分行（下称
海南农行）近年来充分发挥“三农”主力军的作用，聚焦海南
特色产业，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推进产业发展，带动农户脱
贫致富，在美丽的海南岛谱写了一曲金融支农强农惠农富
农的精彩乐章。据统计，2008 年至 2015 年末，该行累放涉农
贷款 302 亿元，发放惠农卡 59 万张，对全省农户覆盖面达
到 59％，为服务海南“三农”、
支持金融扶贫贡献力量。

海南农行开展扶贫活动。海南农行供图

产业扶贫
用心浇开
“致富花”
海南农行将服务“三农”和金融扶
贫紧密结合，不断创新“三农”和金融
扶贫服务模式和产品，抓好特色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资源和优势主
导产业、新型城镇化项目、县域旅游、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5 个重点金融支持
方向，推进海南特色产业良性发展，带
动农户走上致富路。
针对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需求，
海南农行借助龙头企业产业链条
模式，
以订单生产、
劳动就业等多种形式
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带动贫困地区
农户增收。该行先向海胶集团发放 17
亿元贷款，
帮助胶农人均年增收 5000 元
以上；
信贷支持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 亿元，带动槟榔种植和加工户 1000
多户，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近三年，
累计向贫困地区 111 家龙头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其中，向 16 家产业化龙头企业
提供信贷支持，累放贷款 28 亿元，惠及
农户2.8万户，
户均增收3500元。
同时，海南农行重点把信贷资金
向农村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讯、
水利、环保等行业倾斜，着力改善贫困
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近年来，支持海
南 核 电 、蓄 能 发 电 和 小 水 电 建 设 等
39.13 亿元，支持西环岛铁路建设 32.36
亿元，支持农村电网改造 22.88 亿元，
支 持 县 域 棚 改 项 目 4 个 、贷 款 金 额
16.24 亿元，有力地提高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
海南农行还重点支持县域优势主
导产业、重点项目和骨干企业，推动贫

有价值的投资向导

困县产品、资金、技术发展。重点支持
海南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建设以及住
宿餐饮等配套设施建设。截至目前，
投放贫困地区旅游贷款余额达 8.2 亿
元，助力海南省打造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品牌，辐射 30 多个乡镇，助力
上万余户农户增产增收。
此外，该行通过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创新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致富带
头人，辐射带动一大批贫困户。截至
目前，共向 39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
金融服务，向 688 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
场发放特色农业贷款 3.85 亿元，带动
上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 万多元。

创新模式
金融
“输血”精准高效
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越是急需
脱贫致富的“第一桶金”，但他们又是
最难获得银行贷款的阶层。如何更精
准地“输血”？这考验金融机构的创新
能力。
为此，海南农行创新探索独具海
南特色的服务“三农”和金融扶贫模
式，实现精准扶贫。
其中，该行通过“政府增信”模式，
解决了万宁当地特色槟榔产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实现了支持槟榔产业
崛起、地方发展和农户增产。到 2015
年末，通过此模式累放 3.07 亿元槟榔
贷款，覆盖农户 10 万户，帮助槟榔产业

链农户获得人均纯收入 3000 多元，占
万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30%以上。
海南农行还结合省政府建设“诚
信海南”活动，将信用建设融入服务
“三农”中，探索出“农行+信用村+农
户”和“农行+村委会+文明生态村+农
户”的小额贷款模式。目前该行已对
万宁、东方市的多个乡村授予“信用
村”，并对认定的“信用村”调高村民农
户小额贷款最高授信额度。该行对省
级“文明生态村”龙滚镇福塘村授予
“信用村”后，支持该村渔业捕捞、菠
萝、反季节瓜菜和槟榔等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每年创利超过 500 万元，人均
年收益达到 3.7 万元，支持当地农民生
产脱贫致富，成为当地人均收入较高
的村镇之一。
海南农行抓住近年来海南省农民
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的趋势，推行“专
业合作社”贷款模式。近两年，该行在
哈密瓜种植享誉国内外的乐东县佛罗
镇等地，采取“农行+专业合作社+农
户+风险保证金”的模式，向社员累放
农户小额贷款上亿元，支持当地农民
走上了致富的金光大道。
海南农行还通过“农行+专业合作
社+农户小额贷款推荐人+农户”的模
式运作小额贷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

定点帮扶
乡村绽放文明之花
海南农行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
定点扶贫工作的部署，下派人员穿梭
在县城乡村、田间地头，为村民真心办
实事，办好事，把致富思路和信贷支持
送到群众手中。
该行将陵水县新光村作为定点扶
贫对象，着眼于提升生产能力，增强帮
扶对象和贫困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
了从
“输血”
扶贫向
“造血”
扶贫转变。
结合新光村实际，该行贷款支持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全国劳模吴仁能
创办农场及农家乐，为当地的农民解
决了就业难题，目前已帮助 40 多人实
现就业，人均工资 3000 多元，明显高于
当地农民每月 1000 多元的人均收入，
通过“自我造血”的模式让民众慢慢脱
离贫困。
同时，采取组织对贫困村的社会
化帮扶等，多形式开展定点帮扶，2015
年 2 月份，该行为新光村贫困户、老党
员、孤儿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 6.4 万
元；10 月份，举办“扶贫手拉手 大爱心
连心”扶贫帮困募捐活动，将省分行机
关募集的 3.7 万元爱心款购买 8 吨化
肥，赠与 125 户有生产需求的贫困村
民，持续帮助村民发展种植生产，逐步
脱贫致富。
此外，海南农行还采取专业担保
公司担保、工薪人员担保，林权、房产、
船舶抵押等抵押物抵押方式，构建了
多种多样的有效服务模式，多渠道解
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有效支持海口
市琼山区万亩胡椒生产基地、乐东县
万亩香蕉基地、三亚市万亩芒果基地
发展，扶持农民致富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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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行获“三风”建设
公共服务单位第三名
为省内商业银行首位
本报讯 （记者 汪慧）近日，由海南省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015 年海南省党
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特别节目”面向社
会公布了最终评价结果，中国银行海南省分
行荣获“公共服务单位第三名”，海南省内商
业银行首位。
此次“三风”评价较往年更加严格，评价
代表人数、群众满意度测评样本数量均达到
了历史最大规模，更加体现了社会评价对公
平、公正、科学、客观的追求。
针对 2014 年公开评价大会评价代表提出
的意见建议，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2015 年认
真贯彻总行“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
的战略，加大信息科技投入，完善 ATM 机系
统，配备智能化网点；部分网点合理调整柜台
排班，中午增设窗口，减少客户等候时间，新
装修网点增设卫生间，方便客户；严格执行总
行和监管部门各项业务收费标准，同时本着
让利于民，让利于客户的原则，主动梳理服务
价格，2015 年整合减少收费项目 200 项。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积极推广涉农信贷产品，
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
度，同时简便涉农贷款手续，实行担保方式多
样化，有效解决农户缺乏抵押物的难题；向总
行申请专项规模，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切实解决贷款困难问题，且每笔小微贷款，
只
要在总行定价系统允许内，
均执行最优惠利率。

海南省实现
村镇银行县域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汪慧）村镇银行被称为金
融系统的“毛细血管”和“村镇金融便利店”。
近几年，海南积极培育和发展村镇银行，支农
机构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监管部门积极引
进民间资本参与组建村镇银行，大力推进辖
内村镇银行发展，不断丰富农村金融业态和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弥补辖内农村金
融服务不足、支持“三农”及小微企业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村镇银行逐步成长为
海南农村金融的有力补充。
近期琼中、屯昌、昌江和白沙长江村镇银
行相继获批开业，实现了村镇银行县域全覆
盖，走在全国前列。截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
辖内已开业村镇银行 18 家，各项存款余额 14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2 亿元，其中农户及小
微企业贷款占比 98.71%。

猴年纪念币现场发行在即
1 月 29 日开始
本报讯 （记者 汪慧）还在为错过猴年纪
念币的两次网上预约而懊恼吗？广大的收藏
爱好者们，第三次机会来啦。
据人行消息，2016 年 1 月 29 日-31 日为
第一批次贺岁币现场发行方式的兑换期，海
口地区承担兑换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工行、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海口信用
社和招商银行。
这次的纪念币面额为 10 元，直径 27 毫
米，双色铜合金材质。在纪念币正面有“中国
人民银行”、
“10 元”、汉语拼音字母“SHIYUAN”及年号“2016”，背面主题图案为一只传
统装饰造型的猴子，抬手远眺，其上方是桃形
花灯和梅花图案，左侧有“丙申”
字样。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本次猴年纪念币发
行量达 5 亿枚之多，投资价值其实并不大。
但是生肖币作为传统纪念币，每年都发行，很
多市民都有收藏的习惯。而且把猴年纪念币
当做一种特殊的节日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也是
很好的一个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