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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
海南省分部正式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
持“三农”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9 月 5 日，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海南省分部成立大
会在海口召开，标志着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在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支持海南“三
农”经济发展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国梁，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总行三农金融
事业部总裁邵智宝，省金融办、人行海口
中心支行、海南银监局、省发改委、省农
业厅、省渔业厅、省工信厅、省扶贫办、省
财政厅、省地税、省国税、财政部专员办、
省农垦集团、省供销社、企业家协会、人
保、太保、平安保险、海口市担保公司等
单位的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由邮
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三农金融事
业部海南分部总监符德勇主持。
“三农”问题关乎民富国强，关乎小
康社会是否全面建成，关乎两个百年目
标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中央一号文件
已连续 14 次聚焦“三农”，12 次对邮政储
蓄、邮储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完善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研
究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按照总行部署，
海南省分行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决
定组建三农金融事业部。
据介绍，三农金融事业部海南省分
部将设立“4+3”架构模式，即下设小额贷
款中心（扶贫业务中心）、农业产业化中
心、政策与创新中心、信贷管理中心等 4
个专业管理中心；在省分行中后台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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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风险管理中心、三农财务管理中心、
三农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等 3 个支撑服务
中心;在地级市设立事业部二级分部，在
县域及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设立事业
部营业部，形成覆盖全省的、专业化的三
农金融服务体系。
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李斌介绍，自 2008 年立行以
来，海南省分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小
微的战略定位，
积极创新
“三农”
金融产品
和服务，扎根农村、服务农业、贴近农民，
努力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
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之
路。全省 350 个营业网点中 60%以上分布
在县域及乡镇，
实现了海南农村基础金融
服务全覆盖。持续加大对“三农”的融资
支持力度，截至 2017 年 7 月末，累计发放
涉农贷款 150 亿元，
户均金额 8 万元；
发放
农保贷超千万，
放款总量排名全省同业第

一，
有效纾解了弱势群体的融资难题。开
展信用体系建设方面，2017 年以来，海南
省分行以创建
“信用农场”
“
、信用村”
为契
机，推进农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扩大普
惠金融受益面。据统计，
自总行下发信用
村建设方案以来，
海南省分行信用村建设
已覆盖全省 88%的市县，
累计评定信用村
及信用农场 33 个，累计发放贷款 6700 万
元，
在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精准扶贫
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上，李国梁副省长对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海南省分行在支持海南“三农”经
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国梁副省长
表示，希望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以组建
三农金融事业部海南省分部为契机，进
一步整合资源和优势，聚焦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精准扶贫
攻坚等重点工作，做大做强、做精做细

“三农”金融服务，切实承担起金融支农
和金融扶贫的责任，当好海南“三农”金
融服务的“国家队”和“排头兵”，为推进
脱贫攻坚和建设美、好、新海南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总行三
农金融事业部总裁邵智宝表示，邮储银
行在服务三农方面拥有金融服务网络
“广”、服务客户群体“多”、服务产品种类
“全”、涉农贷款规模“大”等四大优势。
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是党中央、国务院
和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邮储银行的
鼓励和认可，更是对邮储银行未来事业
的期望和鞭策。三农金融事业部海南省
分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邮储银行在发
展普惠金融，特别是支持海南“三农”经
济发展方面将更加专业化、系统化。今
后，总部将加大对海南省分部的指导和
支持力度，协助海南省分行扎实做好机
制改革、产品创新、服务升级、风险管控
等工作，使三农金融事业部海南省分部
成为我们在海南地区提升“三农”金融服
务水平的“桥头堡”
和“生力军”。
另悉，会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
省分行与省农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通过强强联合，搭建“银担”平台，
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共同助力全省
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推动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为进一步推进海南“信用村建
设”，实现“整村授信”、
“ 批量开发”的助
农贷款发展模式，打造“银村合作”服务
三农新模式，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给予
邮储“信用村”——临高县新盈镇安全村
3000 万元授信，
支持该村渔业生产。

邮储银行公布 2017 年中期业绩
上市一年业绩表现亮眼
8 月 29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邮储银行”，股票代码：
1658.HK）公布了 2017 年上半年的经营
情况。
2017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经济
金融形势和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邮储
银行坚守大型零售银行战略定位，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价值创造理
念，加快转型，提质增效，发展态势良
好。
经营发展态势稳健，市场竞争力持
续提升。截至 2017 年 6 月末，邮储银行
资产规模 8.54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37%；存款余额 7.81 万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 7.14%；贷款总额 3.34 万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 10.95%。报告期内，邮储
银行营业收入 1,059.73 亿元，同比增长
13.60%；净利润 265.92 亿元，同比增长
14.54%。成本收入比持续下降，平均总
资产回报率同比提升。同时加强精细
化管理，资金定价能力明显提高，总付
息负债平均付息率 1.46%，较上年末下
降 22 个 BP（基 点），净 利 息 收 益 率
2.31%、净利差 2.38%，同比分别提高 1

个 BP 和 4 个 BP。
业务结构优化调整，服务实体经济
成效明显。邮储银行立足于服务“三
农”，加大农业供给侧改革金融支持力
度，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为广大农村
地区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截至 2017
年 6 月末，邮储银行涉农贷款余额 1.01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88.02 亿元，增
长 9.68%。邮储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中
小企业，以大数据技术为抓手，大力推
动小企业金融产品创新，小企业法人贷
款余额 1,739.31 亿元。同时，邮储银行
积极支持国家重大项目，持续加大对交
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信贷
投放力度，积极布局新能源、健康医疗、
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助推国家战略布
局实施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公司贷款
余 额 1.27 万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加 1,
891.68 亿元，
增长 17.53%。
坚守零售银行定位，客户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邮储银行个人客户数量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势头，
截至2017年6月末，
个人客户数达5.39亿户。高端客户服务

能力及客户价值挖掘能力进一步提升，
VIP客户数达2,460.18万户，
较上年末增
长12.10%。个人贷款余额达到1.79万亿
元，
较上年末增长13.26%。其中，
紧抓经
济增长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历史窗口期，
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包括信用卡透支在
内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 1.34 万亿元，
较 2016 年末增长 16.08%，
占总贷款比重
达40.12%。
2017 年上半年，邮储银行电子银
行渠道用户数和交易替代率继续快速
增长，电子银行客户突破 2 亿户，其中，
手机银行客户达 1.49 亿户，个人网银客
户达 1.67 亿户，电子银行交易替代率提
升至 84.28%。
转型升级态势良好，新的发展动能
持续释放。报告期内，邮储银行中间业
务持续快速增长。信用卡发卡量新增
334.15 万张，同比增长 81.08%，结存卡
量突破 1,500 万张。在巩固线下网点优
势的同时，邮储银行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展金融科
技创新，推出新一代手机银行、银联二
维码支付、云闪付等产品。推进“互联

网+金融+产业”模式，打造“邮享贷”
“邮薪贷”
“邮家贷”等“邮字号”互联网
消费金融产品体系。启动新一代零售
信贷工厂试点，通过集中化作业、智能
化审批实现了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大幅
提高零售信贷业务处理效率。
风险内控扎实有效，资产质量保持
优异。邮储银行始终坚持审慎经营，将
风险防控摆在突出位置，毫不松懈地加
强全面风险管理。持续改善信用风险
管理，强化授信准入、贷款“三查”和信
用风险监测预警管理，加强统一授信管
理和集中度风险管控，确保资产质量可
控。邮储银行流动性管理继续保持较
好水平，
有效拓展融资渠道，
完成首次同
业存单（NCD）发行，
积极筹备大额存单
（CD）发行，
流动性覆盖率135.42%，
满足
监管要求。逐步完善利率风险管理，建
立长期固定利率资产限额管控机制。
高度重视内控合规和案件防控，及时排
查风险隐患，夯实合规经营基础。截至
2017 年 6 月末，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0.82%，
较上年末下降 0.05 个百分点。
（通讯员 梁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