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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邮储银行
“信用村”架金桥，让村民切身感受到了守信的价值

荔枝村圆了致富梦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
“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不兴，做诚信人，干诚信事，是做人做事成功的根
本前提，也是我们雷虎村发展荔枝产业能够得到来自邮
储银行等各方面支持的根本所在”。雷虎村委会书记王
传生体验着“信用村”带来的实惠。
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立足自身行业定位，积极探索金融扶贫新
方式、新方法，以信用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农民致
富与银行稳健发展的双赢之路。
海南省秀英区永兴镇雷虎村是 2017 年 9 月 20 日，邮
储银行海口市分行挂牌的首个“信用村”，经过银行与村
民 2 年的携手奋进，今天的雷虎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荔
枝”产业村，
“信用村”架设的金桥，让村民切身感受到了
守信的价值。
自脱贫攻坚以来，雷虎村积极发展荔枝种植和猪、
羊养殖，特色产业带动了将近 600 户农户的发展积极性，

但很多农户由于没有质押物和联保人，缺资金、贷款难
一直是阻碍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拦路虎”。
但良好的村风，守信的乡约，很快让该村感受到守
信带来的价值，
“自 2013 年以来，邮储银行海口市分行共
向秀英区永兴镇雷虎村发放小额贷款 20 笔，累计总额达
153 万元，未出现一笔不良贷款和逾期，客户的还款意愿
和还款能力较强，成为授予雷虎村委会的‘信用村’主要
原因。”邮储银行海口市分行行长梁丰介绍。
据了解，邮储银行信用村评价体系主要借助村两委
人员和村民对村内农户熟悉的优势，构建村两委推荐、
群众监督、自担风险和信用互助相结合的农户贷款投放
机制，信用评价的项目主要分为农民道德品质、银行个
人征信记录、民间借贷记录、劳动致富意愿、家庭劳动力
人口数量、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六项，确保评价的覆盖面
和分值的含金量。
雷虎村委会书记王传生表示，
通过
“信用村”
建设，
不

海南农行与海南省知识产权局
共同举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会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慧）1 月 23 日上
午，为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工作，发挥政府
部门、社会机构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推动专利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中国农业银行
海南省分行与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举办了海南省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会。
对 接 会 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海 南 省 分 行 党 委 书
记、行长吴金铎，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肖
超分别致辞。
吴 金 铎 表 示 ，海 南 农 行 作 为 服 务 地 方 金 融 的
“国家队”和“主力军”，深入贯彻习总书记 4.13 讲
话和国务院 12 号文件精神，在服务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民
营和小微企业，积极运用创新模式、创新手段，解
决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三年
来，投放小微企业贷款共计约 75 亿元，有力支持了
民营小微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他表示，海南农
行将与省知识产权局紧密合作，加大战略性资源
配置，提升信贷服务效率，创新服务模式，拓宽融
资渠道，做大海南特色产业。并希望通过此次对
接活动，加强与各企业的合作互动，帮助更多海南
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融资，大力拓宽小微企业
融资渠道。

肖超指出，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是
各级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希望各金融机构趁
此势头抓住机遇，不断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努力形成
包括专利权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机制
和品牌效应。企业要练好内功，增强创新意识、市场
意识，深入挖掘自身潜力，大力培育高附加值专利，
为银企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据悉，我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和商标质押融资工
作分别从 2014 年和 2017 年开始。截至目前，共有 33
家企业 404 件专利，以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银行贷款
13.8 亿元；受理商标质押登记 9 件，质押金额 3.83 亿
元，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会上，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推介相关金融
产品和服务项目，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处长李
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海口代办处负责人刘昊
和中都国脉（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向参会人
员讲解了相关政策和流程。
海南省科技企业联合会、中都国脉（北京）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海口代办处、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
其他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代表，科研机构、专利代理机
构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对接会。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与海南省三明商会达成战略合作

为商会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本报讯（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依琦）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入驻海南以来，始终关注在琼闽商的发展。在 1 月
12 日下午举行的海南省三明商会成立庆典暨首届理监
事会就职典礼现场，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与商会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将为商会企业提供一体化、一站式金融服
务，积极支持在琼闽商成长壮大。
根据协议，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将为商会企业设计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涵盖财务结构优化、战略整合扩张、融
资成本降低、资产盘活增效、资本保值增值、财务风险管
理等。比如在降低融资成本服务方面，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将为商会企业经营需求灵活运用融资产品、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量身定制产品及服务。
据悉，海南省三明商会在海口三明商会基础上，于

2018 年 6 月份由 31 家企业共同发起申请，经海南省民政
厅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批复成立，会员均来自福建省三
明市。商会会员在琼业务涵盖房地产开发、建工建材、
农业开发、园林绿化、实业投资、物流物业、礼品印务、通
讯工程、制冷工程、交通能源等领域。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自 2014 年 3 月成立以来，秉承
“做出特色、树立品牌、支持发展、回馈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立足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多层次的金
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全力支持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在对
行业、企业的支持方面，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凭借在金融
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了
独特的竞争优势，四年来为一大批企业提供全方位、优
质、高效、优惠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广受好评。

仅能够解决农民融资难、
担保要求高等问题，
也能更有利
地改善当地信用环境，
从而使
“金融扶贫”
更加发挥成效。
谈起在邮储银行的贷款经历，村民陈小燕笑呵呵地
说：
“这几年靠着邮储银行的帮扶，荔枝种植从最初的 2
亩地扩大到了 5 亩地，紧跟着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来越
好。”
据悉，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自金融扶贫开展以来，
积极在海南全域开展“信用村”建设，实施“授信”与“增
信”双管齐下，降低“三农”金融风险指数，纾解“三农”发
展融资难，实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2018 年，海南邮储银行“信用村”建设率先在全国完
成县域全覆盖（三沙市除外），使海南农村诚信环境建设
率先实现了体系化、科学化与规范化，建设进度、推广复
制、经济和社会贡献度等多项指标位列全国系统首位。
到目前，该行共通过“信用村”评定 114 个，认定信用户
6011 户，整村批量开发、批量受理和批量放款近 5 亿元。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与宜之客连锁超市
达成战略合作

全方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冯娴）2019 年 1 月 21
日，中国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与宜之客连锁超市宣布达
成战略合作，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副行长李炜、宜之客连
锁超市董事长周文兵、总经理杨健等出席仪式并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海南宜之客品牌连锁超市是以超市管理、物流配
送为一体的连锁便利超市企业，现拥有特许加盟店 195
家，为进一步增强该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根据双方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除了传统的资金清算
与结算、信用卡业务、理财业务、授信业务等合作外，供
应链结算智能化金融产品开发也将成为双方合作的重
点。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将以数据、工具、系统平台为基
础，为宜之客连锁超市及其下游经销商提供云账户开
户、小微手机银行、行业缴费通、智能账簿等创新金融
服务支持，通过物联网等新技术提升供应链金融的管
理效率和用户体验，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创新服务实体
经济。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国内首
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与中国民营经济、小企业成长
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自 2008 年开创性地提出要做
“小微企业的银行”，至今已走过十个年头。随着新技
术的飞速发展，多种新业态、新行业不断涌现，小微企
业的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民生银
行小微金融服务也在与时俱进，加速推进“小微金融
3.0”深化实施，以客群细分经营为核心，加大对小微
金融转型发展的科技支撑力度，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
差异化、精细化，以及服务团队专业化水平。为此，民
生银行充分整合多方数据，构建并逐步丰富了“大数
据平台”，实现对小微金融商业模式与业务逻辑的迭
代优化，为小微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捷、差异
化、精细化的服务。民生银行将充分结合小微企业需
求特征和变化，构建面向小微企业的全景生态，将高
品质的金融服务提供给小微客户背后的企业、家庭、
员工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以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全面
服务小微企业的生活圈和生意圈。

双方将从多个方面开展业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