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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扛起服务海南
“三农”的邮储担当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

喜迎十九大
金融助力建设美好新海南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金融服务，把支
持农业经济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助力农民创收增收摆在
突出位置。自 2008 年成立以来，海南省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海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在集团公司、总行的正确领导下，牢
记社会责任使命，勇于担当，紧紧围绕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战
略，致力于做好现代化支农助农金融服务，不断增强金融“造
血”功能，有效推动了海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总行、海
南省委、省政府、
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与好评。

明确战略定位，健全服务机制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履行服务三农职责，精
耕三农市场，积极打造老百姓身边的银行。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建行 10 年来，始终坚持服务
“三农”的市场定位，扎根农村、服务农业、贴近农民，全
省共计 350 个营业网点(含邮政代理网点)，自助设备近
千台，助农取款服务点 300 余个，其中 80%的网点分布
在县域和乡镇，实现了对辖内县域的“全覆盖”，2015
年在祖国最南端三沙市设立自助银行，有效发挥了延
伸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截至 2017 年 8 月末，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服务海
南客户数 520 余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56%，服务农村客
户数 347 万，占全省农村客户数 66%，是海南省服务农
村客户数最多的商业银行。
做强、做优支农信贷业务。2017 年，根据海南省
“十三五”期间发展规划，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作为支
农重点参与商业银行，被海南省农业厅选为推进“农保
贷”支农贷款业务的承办银行之一，截至 2017 年 8 月，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小额贷款笔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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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创建方便、快捷、贴心
的金融服务环境，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加快农村乡镇
地区 ATM 机、POS 机、商易通自助设备投入，推动农村
网点客户手机银行、互联网金融的运用，进一步提升农
村电子银行替代率，截至 2017 年 8 月该行电子银行替
代率贷 92.97%以上；新农保代收业务服务 8 万人次。
2016 年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荣获人民银行海口中心
支行“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奖”
、
“创新奖”。

强化资源配置，增强服务能力
针对海南农户和小微企业较为分散，服务面积大、
服务半径长等问题，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将主要资源
投向三农服务领域，持续增强三农服务能力。
该行坚持推进信贷服务下沉，在全省 79 个自营网
点建立信贷服务团队，
在全省 271 个邮政代理金融网点
建立信贷咨询服务点，
将信贷服务延伸到农民家门口。
2017 年以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新一届领导班
子高度重视农村信贷队伍建设，通过“213 建设工程”

引领，打造高素质三农信贷队伍，抽调 200 多名高素质
员工组建了专业的三农服务团队，较好地解决了三农
贷款“无人做、不会做、做不好”的问题。
近年来，在信贷规模紧张的情况下，单列专项规
模，该行重点开展“两小”业务（小额贷款和小企业贷
款 ），优先满足农村小微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大力支持
“三农”和产业结构调整、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海南“千村百镇”
建设，截至 2017 年上半年，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三农
金融业务累计发放小额贷款已超过 150 亿元。
为有效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提高贷款投放的
针对性，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主动加强与政府职能部
门的合作，搭建“政府、银行、企业、农户”融资合作新平
台。近年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通过搭建政府合作
平台，先后与海南省政府、省农业厅、省国开行、省国税
局、地税局、省供销联社、省科协、省农垦集团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银政、银协、银企、银担、银保优势
互补。2016 年 3 月，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与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共同举办了海南省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推
进会 ，为深入对接海南省“十三五”重点项目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截至 2017 年 8 月末，该行小微企业贷款客
户总量达近万户，约占全省金融机构客户数的 20%，排
名全省第二。

量身定制产品，创新服务模式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建立了符合三农特征的信贷
产品体系。贷款品种由最初的小额贷款，发展创新为
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小额循环贷款、烟草贷款、农民
专业合作社贷款、家庭农场贷款、惠农易贷扶贫贷款、
光伏扶贫贷款等多类型贷款，并设计了额度循环支用
的贷款使用模式，有效满足了农户和小微企业“短、小、
频、急”
的融资需求。
在贷款期限、还款方式、贷款额度、贷款利率等方
面实行差异化管理，农户贷款额度由 5 万元调整为 15
万元，贷款期限由一年延长至最长两年，满足了现代农
业发展差异化融资需求。
该行立足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强新型经营主体供
给。采用保证保险等创新担保模式，解决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贷款、家庭农场贷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的担保难问题。截至 2017 年 8 月末，该行共累计发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1500 余笔，
金额 6 亿余元。
同时，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践行主动服务理念，改
变客户到银行跑贷款的传统模式，开展了送贷下乡活
动，客户除申请贷款和签订合同外，其余环节都由信贷
员亲自上门服务；
同时，
提出了
“阳光、
透明、
合规、
方便”
的信贷服务宗旨，出台了信贷员“八不准”规定和“十条
禁令”等制度。从申请到放款，整个贷款过程，信贷员
“不抽客户一支烟，不喝客户一口水”，
“好借好还”服务
品牌深入人心。截至 2016 年末，该行发放农民小额贴
息贷款 39.8 亿元，
连续四年完成率排名全省第一位。
2017 年以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以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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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分行已在三亚、儋州、文昌等 16 个
市县开展了信用村的建设工作，累计评定信用村及信
用农场 33 个，累计发放贷款 1400 余笔，金额 6700 余万
元。通过信用村和信用户的评定工作，不仅实现了“整
村授信”、
“批量开发”的助农贷款发展模式，而且打造
了“银村合作”
服务三农新模式 。

发挥金融优势，助力脱贫攻坚
根据 2016 年海南省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和《海南
省委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嵌入海南脱贫攻坚产
业，讲政策、送资金，利用《电视夜校》金融知识宣讲提
升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助推
脱贫攻坚。积极推进“光伏扶贫贷款”项目，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发放免抵押、免担保的“惠农易贷”扶贫贷款。
琼中县加章村是邮储银行海南分行金融扶贫定点
村，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海南省分行涉农贷款
支持，该村 102 户贫困户中当年实现脱贫户达 96 户，脱
贫率达 94%以上。截至 2017 年上半年，该行共为加章
村农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和贫困户发放各类涉农贷
款 20 余笔，
有效“贷”
动加章村种、养产业的发展。

助推蓝色经济，建设美好新海南
为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
的战略部署，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作为省海洋渔业厅
唯一金融战略合作伙伴，积极落实农业部更新建造渔
船的相关政策，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加快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陆续开发出南沙渔船抵押贷款、渔船捕捞行业
贷款、渔业养殖户贷款等行业贷款产品，解决了海南渔
民长期缺少造船、油料资金的困难，助推了海南渔业养
殖、远洋捕捞等行业的繁荣，更好地服务了海南“蓝色”
经济的发展。截至 2017 年 4 月末，海水养殖业累计发
放 4000 余笔，4 亿余元，海水捕捞业累计发放 4500 余
笔，6 亿余元。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登上潭门镇邮储银行
海南省分行渔业贷款客户的渔船，极大地鼓舞了海南
省分行及全国邮储银行干部员工；2014 年 2 月，邮储银
行总行在京举办普惠金融社会责任新闻发布会上，邮
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渔民客户代表作为全国客户代表之
一发言 ，引起强烈反响。2015 年邮储银行海南省分
行获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2016 年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获总行个人金融转型发展劳动竞赛活动目标达成
一等奖。2017 年获总行涉农公司金融业务培训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二等奖 。
在农民的口碑中，收获服务“三农”的情谊；在渔船
的号角声中，诠释保家卫海的担当；在丰收的果园中，
分享致富之花的芬芳；在希望的田野里，开启服务“三
农”新的征程……
未来，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将继续把“普惠金融”
辐射到琼崖的每一个角落，为提前实现脱贫攻坚，全面
推进美好新海南建设，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