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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5 年 金融助力 共建美好新海南

支农支小生力军下沉服务，
践行普惠金融，
2016 年累计放贷 70.39 亿元，
76710 笔业务——

海南小贷公司不
“小”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普惠金融是一种能够有效、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
体系，让所有老百姓享受更多优质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小额
贷款公司作为普惠金融的践行者，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其“小额、分散、灵活、高效”
的信贷投放模式很好地适应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要求，在改善金融基础建设，扩大金
融服务覆盖面，保护弱势群体金融消费权益，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丰富金融市场层
次，
促进金融知识普及，
夯实普惠金融基础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去年末，62 家小贷公司开业

支农支小的重要生力军

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源于《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
（银监发[2008]23 号）。自 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启动试点工作
以来，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猛。其
中，海南小贷公司行业整体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呈现出合规意识较
强，机构数量不断增强，业务规模不
断扩大，吸纳就业人数不断增多的局
面。
仅 2016 年全省新开业小贷公司

近年来，
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金融市场时有波动，
“三农”
和中小微企业客户极易受到影响。为了能
够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海南小额贷款公司
行业突出规范发展、
主动服务、
防范风险，
树
立信誉，
努力把小额贷款公司办成具有鲜明
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金融组织。
不少小额贷款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在
公司股权结构、内控制度、产品创新、人才
队伍等方面进行优化整合，使其内部管理
更趋科学、合理、规范。
一批资金实力雄厚、公司治理完善、风
险控制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还积极主动拓
展业务，在不提高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创新
贷款抵押方式，充分利用负债杠杆，放大资
本收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坚持服务“三农”、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市场定位；坚持上门服务、深入基
层的工作作风；坚持与客户同成长、共发展

16 家。2010 年 4 月，海南省第一家小
额贷款公司成立，截至 2016 年末，海
南共开业小贷公司 62 家，分布在全
省 7 个市县，从业人员 830 人，注册资
本 金 60.22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66.92 亿
元。2016 年全省小贷公司经营收入
5.32 亿元，
实现净利润 2.02 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不仅为
民营资本涉足金融行业打开通道，而
且为解决“三农”、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融资难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的经营理念。海南省小额贷款公司把办公
地点“搬”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和商户店
铺，针对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实
际需求，灵活变通贷款额度、利率、期限、方
式，对这些“穷”客户，小额贷款公司还主动
降低贷款利率，让利给社会弱势群体，让广
大老百姓贷得到款、贷得起款。
2016 年，全省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
76710 笔、金额 70.3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33.13%和 42.92%，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也从
去年的 66.33 万元下降到今年的 9.18 万元。
其中农业贷款 44733 笔、金额 16.45 亿元，占
贷款总额的 23.37%；
小微企业贷款 851 笔、
金
额 22.66 亿元，
占贷款总额 32.19%；
个体工商
户贷款 635 笔、金额 1.96 亿元，占贷款总额
2.78%。小贷公司业务的开展有效地缓解了
海南小微企业、
“三农”
经济和个体工商户融
资难的问题，成为支农支小、促进海南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重要途径

近 5 年海南小贷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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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从资金来源看，岛外资本 20 亿，占
比 33.21%，岛内资本 40.22 亿，占比 66.79%。
有分析认为，小贷公司已经成为海南
引入民间资本和岛外资本的重要方式，也
是民间资本和岛外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重
要途径。
与此同时，小贷公司已经成为地方税
收的一个稳定的重要来源。2010 年海南小
贷公司缴纳税款仅 180 多万元，2011 年 2300
多万元，2012 年 5000 多万元，2013 年 8000
多 万 元 ，2014 年 1.1 亿 元 ，2015 年 1.07 亿
元。2016 年由于盈利能力下降，导致纳税
金额为 8700 万元，6 年多共缴纳 4.57 亿元。
在宏观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平均每家公司
缴纳 140 万左右的税款。

行业快速发展带动公司成长（小贷）

2010—2016 年海南小贷公司纳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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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海南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入推
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琼
府办[2012]98 号），在明确行业发展方向、统
筹规划布局、简化审批环节、减少申报材料
的同时，在提高股东持股比例、扩大企业融
资规模、创新业务经营模式、改善行业发展
环境和加强监管服务等方面，都作出了明
确规定，进一步推动了海南省小额贷款公
司的健康发展。
从已开业的 62 家小贷公司股权结构来
看，作为小贷公司发起人的大股东 10 家试
国有企业，52 家是民营企业；25 家是岛外企
业，37 家是岛内企业。从小贷公司注册资
本金构成来看，民营资本 49.93 亿元，占比
82.91% ；国 有 资 本 10.92 亿 元 ，占 比

系列1
系列2

2010 年，海南仅有 7 家小贷公司开业，
2016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62 家，可以说是每
年稳步增加，尤其是 2015 年 6 月取消了小
贷公司设立审批后，注册门槛降低导致小
贷公司在 2016 年激增 16 家，是 2015 年新增
小贷公司数量的 3.2 倍。就在小贷行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小贷公司主体也获得了成
长的空间。
2015 年 7 月 24 日，信源小贷正式挂牌
新三板。这是海南首家挂牌新三板的小贷
公司，成为海南小贷公司健康发展的实践
范例。
信源小贷全称海南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发放小额贷款，
公司的收
入均来自于小额贷款业务，
通过向海南省内

的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三农”
客户等发放
贷款获取利息收入。公司是海南省成立时间
最早的一批小额贷款公司，
是海南省内唯一
一家连续四年被海南省政府主管部门评为优
秀的小额贷款公司，
在金融办的年度考核中
连续四年排名第一。2012 至 2014 年，
公司连
续三年被评为“中国小额贷款 100 强企业”；
2013 年、
2014 年，
公司连续两年被评为
“海南
省小额信贷协会会长单位”
。
今年 8 月 25 日，信源小贷公告称，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拟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1625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56 元；公告显示，信源
小贷 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572.89 万
元，净利润为 999.04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