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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单位

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保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华夏银行海口分行
海南银行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海南省分公司

金融活水浇灌民企

儋州农信社为 8 家民企一次性授信 1.85 亿元

“银企对接”为民企带来及时雨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齐尧友
1 月 16 日下午，儋州农信社在儋州市政府及监管部
门支持下，在当地举行了一场颇具规模的银企对接会，
儋州 160 多家民营企业派出代表参会。会上，儋州农信
社一次性为 8 家当地民营企业授信 1.85 亿元。
对接会上，农信社同时推出“一税通”循环贷、
“一小
通”循环贷等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通过“一税
通”，企业根据纳税等级，最高可获得 500 万元的信用贷
款，
简便快捷。据介绍，
接下来儋州农信社也将提高放款
时效，
创新信贷产品，
利用大数据优势挖掘知识产权等权
属价值并开发相关金融产品，多举措降低民营企业融资
成本和融资难问题，
为民营企业送去更多金融活水。

支持民企
“持续进行时”
“有了金融的有力支持，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会事
半功倍。”儋州万千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力说。
对于农信社推出的各项利好措施，与会的企业家时不时
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和感谢。
据悉，由儋州万千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儋
州黄冈实验学校是儋州一家民办学校，为了支持该校项
目早日落地，儋州市农信社果断决策，累计贷款 5400 万
元用于支持学校各项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在教育领
域，该社还贷款支持了儋州川绵中学、儋州鑫源高级中
学等一批教育机构。
儋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农信社将更多金
融资源配置到儋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创新服务产品，继续给予金融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实现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成长。

多种方式增强民企获得感
事实上，不止在儋州，全省农信
系统在日常经营中想方设法为民营
企业排忧解难，通过合理配置贷款
期限设置还本计划，根据企业生产
经营及现金流周转情况设定分期分
本计划。同时，在经济压力相对加
大的当下，对民营企业贷款分期还
本出现暂时困难但经营正常的民营
企 业 ，经 申 请 同 意 调 整 还 本 方 式 。
对现金流出现暂时困难、经营正常、
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民营企业，提
前给予办理续贷、展期等方式，积极
帮扶有发展前景、暂时性困难的民
营企业渡过困难。
全省农信系统还努力创新担保
方式和服务模式，开展非上市公司
股权质押、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质
押等权利质押担保，缓解民营企业不能提供房地产硬抵
押物的问题。对 500 万元以下贷款推出极简审批流程，5
万元以下线上贷款，审批不超过 2 个工作日，50 万元以
下贷款，4 人鱼咬尾模式，最长不超 5 个工作日，500 万元
以下贷款，最长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省农信社副主任刘国鑫表示，海南农信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用
实际行动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困难、
前进中的问题，
助
推民营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今后全省农信系统对民

银企座谈会现场。儋州农信供图
营和小微企业将继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贷款增速稳中
求进，提高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考核权重。继续加
快贷款审批速度，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继续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
对存在可能不利与服务民营企业的相关规定、
条款进行修改完善，
创新信贷产品，
扩大可接受抵质押物
范围。继续加大减费让利力度，降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利率，
支持运用再贷款、
再贴现及发行专项债券等资金
发放民营（小微）企业贷款，降低融资成本，并准备出台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支持民营企业十二条措施》。

坚持
“草根”筑特色 专注
“小微”谋发展

海南邮储银行多措并举挺民企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为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邮储
银行海南省分行深入调研市场动态，深耕传统小微企
业，以“稳健发展、绿色服务”为宗旨，贯彻落实中央国务
院以及总行精神，主动对小微企业“减费让利”，引导各
市县做到“价降量升”，全面推动小企业金融业务快速稳
健发展，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该行小企业信贷业务累计
发放贷款近 14 亿元，创小企业信贷业务开办八年来的放
款历史新高，与上一年同比增长 17.74%。贷款结余近 15
亿元，较年初增加 20%。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决策以
及银监小微管控精神，高度重视政治责任和站位，积极
推进小微业务发展，提前完成了银监和总行考核的‘两
增两控’及利率管控等全年任务目标。”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金融部总经理王近军介绍。
据悉，近年来邮储海南省分行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优
势，不仅圆满完成监管指标和政策要求，而且走出一条

银行和民营企业携手成长的共赢之路。
“ 两增两控”方
面，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行普惠性小微贷款结余近 40
亿，完成总行净增计划的 175%；结余户数 1 万余户；不良
率 1.11%；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7.88%，较年初下降
0.38%，
“ 两增两控”全部目标完成。小微贷款利率下降
完成目标，2018 年三季度全行普惠型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利率为 7.56%，较一季度的 8.51%下降 95BP，超额完成总
行下降不低于 50BP 计划。
“为大力推进支持民企，我行整合资源，全面搭建小
微企业合作平台，持续扩大扶持民营企业的资金规模。”
符德勇介绍，
2018 年以来，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加强与银
政、银税、银企以及银保等机构的合作，并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该行累计发放第三方平台业
务 4 亿多元，
占本年总放款量的 30.7%。且与担保公司、
保
险公司等平台的合作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嘉奖，获得
省工信厅 50 万元小微经营团队专项奖励资金，同时还获
得省财政厅 60 余万元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保障奖励资金。
在扎实服务小微企业的过程中，该行始终围绕服务

实体经济这条主线，
坚持
“草根”
筑特色，
专注
“小微”
谋发
展，通过围绕当地特色行业，持续强化特色支行建设，为
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并通过
“小微指数调研”
等工作，
定制特色产品，
为小微发展提供
“融智”
服务，
全行小企业
贷款呈现笔均小、
客户多、
增速快、
占比高的稳健发展态。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支持民企发展得到了监管层
肯定和社会各界好评。2018 年 3 月份，邮储三亚市分行
荣获总行“2017 年度小微金融发展标杆行”荣誉称号，邮
储海口市分行庄健健荣获总行“2017 年度小微金融百佳
个人”荣誉称号；4 月份海南银监局通报中，海南邮储银
行首次荣获“海南省银行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服务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2018 年 6 月荣获“第九届海南省优秀企
业”；2018 年 10 月荣获“2018 年海南省企业 100 强（第 59
名）”；2018 年 12 月该行推荐的客户“冻品云”和“广源
隆”两家公司荣登央视 2 台“创业英雄汇”栏目，为海南邮
储银行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本版责编 文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