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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政府与海南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携手助力江东新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汪慧） 日前，海口
市美兰区政府与海南银行在海口举行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江东片区建设、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免税购物、临空服务业、商贸
物流业、旅游地产、汽车服务业、文化
创意业、互联网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
化合作，共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持续
协调健康发展，在海南自由贸易区、自
贸港建设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达成战略合作后，海南银
行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创新金融产
品，优化金融服务，通过传统项目贷
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引入产业基
金、开展投贷联动等多种创新形式参
与美兰区的建设，全方位的支持美兰
区的重点项目和产业发展。
合作双方一致认为，建立融洽、紧
密、全面的政银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促美兰经
济建设和海南银行协同发展。
海口美兰区委书记冯琳表示，通
过与海南银行的精诚合作、相互扶持，
美兰区也将在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新的战略格局中抢抓新机遇，全面
深化改革，更好地助力海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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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银行董事长王年生表示，海
南银行与美兰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关系、拓宽
合作领域。共同助力地方经济更好更
快发展，共同为服务海南自由贸易区、
自贸港建设、加快美好新海南建设做
出应有贡献。
海南银行成立三年来积极深化政

银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截至目
前，已与海口市秀英区、屯昌、陵水、澄
迈、三亚、万宁、临高、儋州、文昌等 9 个
政府机构，省旅游委、科技厅、工商局
等政府部门，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海南
省分行、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垦集
团、海建集团、海南大学等重点企业集
团及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人民币发行70 周年巡展
“海口站”
15 日开幕
将展出 500 多件珍贵展品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记者日
前从人行海口中心支行获悉，由中
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主办，中国
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承办，中钞华森实业公
司、海南省钱币学会协办的人民币
发行 70 周年纪念展“海口站”即将于
本月 15 日开展。
“在这里，可以了解新中国成立
以来，
人民币从第一套到第五套的发
行历史，更可以见证人民币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走向世界的足迹。”据
有关部门介绍，
纪念展将全面展示红
色金融和人民币发展历史，
宣传普及

货币文化知识，
为社会和公众深入了
解国家货币提供良好的契机。
据 悉 ，本 次 展 览 共 分“ 逐 本 溯
源、行远自迩、励精图治、中流击水、
惠风和畅、行稳致远、印鉴历史、徙
木立信、深根固柢、鲲鹏振翅”等十
大板块，将展出 500 多件珍贵展品，
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五套
人民币、普通纪念币、纪念钞、贵金
属纪念币，以及打击防范假币、人民
币发行与流通、人民币跨境流动等
方面的内容，将带您全面深入了解
人民币和她背后的文化。
在展览期间，还将首发一款独

具海南特色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纪念银版画。此款产品使用
凹版印刷中最具特色的点线画表现
形式进行艺术创作，构图饱满，色彩
层次分明，线条细腻柔和，再现了
“天涯海角”的壮美景象。产品以银
版作为基材，呈现持久魅力，艺术特
点鲜明，是难得的收藏佳品。
此次人民币 70 年展，在全国 13
个城市进行巡展，相继经过了石家
庄站，西安站，深圳站，西宁站，南昌
站，济南站，第七站则落地海口。
“海
口站”开展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5 日
至 23 日，
展出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

海口农商行打造
“智慧校园”
累发校园
“一卡通”逾万张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秦
娇）近日，为提高广大学子的金融风险
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从而进一步提
升金融素养，海口农商银行校园一卡
通、社保卡、
“校园贷”金融知识宣传活
动走进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广
大师生送去金融盛宴。
本次活动主要以讲座的形式展
开，吸引了近 300 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学子到场参加。讲座上，海口农
商银行工作人员围绕一卡通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社保卡的用途和优惠，
“校
园贷”的陷阱和防范等方面为学子上

了一堂深入浅出的金融知识普及课，
赢得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据悉，自 2016 年与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共同建设校园“一卡通”的服
务体系以来，海口农商银行高度重视
“智慧校园”服务项目落地生根。截至
目前，已累计发卡 1.02 万张，初步实现
“一人一卡”。
“一卡通”功能多样，集身
份识别、学籍管理、班排管理、门禁管
理、食堂管理、上机管理、缴费服务等
十几项服务于一身，让学生随时随地
的尽享缴费、充值、消费一站式服务，
为学生营造了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海口农商银行送服务进校园。秦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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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农商银行：
做贫困户坚实后盾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彬）
2 万元的“福贷”全额贴息贷款，让天涯区
抱前村委会三孟村建档立卡户麦世雄圆
了创业梦，心里有了奔头，致富有了希望。
日前，得知麦世雄养殖的 100 多只山
鸡快要出栏了，三亚农商银行立即提前下
订单，上门“收购”山鸡，让麦世雄的销路
也没了后顾之忧。
麦世雄自己也没有想到，致富路会如
此顺利。今年 5 月，他计划贷款养殖山
鸡，但不知其是否符合贷款要求。 三亚
农商银行获悉其需求后，高度重视，立即
安排工作人员主动下村入户了解情况。
在很快核实麦家情况后，5 月底，三亚农商
银行将 2 万元的“福贷”全额贴息贷款顺
利发放到麦世雄的手里。
拿到了这笔贷款，麦世雄在家门口的
山腰上搭建了一个铁丝网组成的 20 平米
左右的简易鸡舍，还购买了 450 多只鸡苗
和饲料。
5 个多月过去了，麦世雄的山鸡产业
发展如何，三亚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一直记
录在册、挂在心里。为了让麦世雄的养鸡
产业早日见成效，日前，三亚农商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赵俊亲自带队前往麦世雄
的家里组团购买“山鸡”，在了解麦世雄的
产业发展情况，主动建言献策帮助麦世雄
拓宽视野，开拓路径。
赵俊表示，
“以购代捐”消费扶贫活动
的开展，有效地培养了贫困户发展畜牧产
业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进了贫困户“等、
靠、要”思想的转变，强力激发了贫困群众
的内生动力。 他表示，三亚农商银行将
继续创新金融扶贫新模式，积极探索金融
扶贫新路径，一如既往地做好精准扶贫工
作，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扛起一份金融机构
的责任担当。

“2018 百城千店
·农行汽车节”
（海南站）精彩纷呈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慧）
11 月 3 日，第三届“2018 百城千店·农行汽
车节”现场活动在海南望海国际广场成功
举办。农行海南省分行携手奔驰、宝马、
奥迪、雷克萨斯、一汽大众等 10 余个汽车
品牌参展，吸引近千名有购车意愿的客户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看车购车的市民络绎不
绝，气氛热烈。汽车节活动期间场内外共
有 80 多名客户办理农行信用卡汽车分期
业务，成交金额近 900 万元，金融的便利惠
民政策提升了居民的消费体验，实现了农
行、消费者以及经销商的互利共赢。
“2018 百城千店·农行汽车节”是中国
农业银行精心打造的汽车团购盛宴。农
行海南省分行以品牌众多，团购低价、费
率优惠、手续简便为亮点，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在全省农行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
一营销，为广大客户提供优惠、优质的购
车服务。
据悉，
“2018 百城千店·农行汽车节”
（海南站）现场活动虽已落幕，但汽车节优
惠活动将持续进行，农行海南省分行携手
经销商为消费者提供优惠车价和便捷金
融服务的脚步不会停止，后续该行还会继
续为客户提供线下农行信用卡汽车分期
业务，为汽车消费金融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