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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融业持续优环境夯基础促发展

让金融
“活”
起来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实习记者 吴雪瑜
金融被誉为经济的血脉。在企业萌芽到成长的各
个阶段，在百姓衣食住行到投资理财的各个方面，金融
都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
金融活经济活。近些年来，海南多层面优化金融服
务环境，夯实金融基础建设，让金融活起来。首先，创新
服务产品，提升服务质量，继续畅通企业融资渠道，因企
施策提供金融服务；其次，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构建
海南自贸试验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让信用逐渐成为企
业贷款的有效手段之一；最后，日趋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和普及金融知识，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筑牢金融根
基。

出政策优服务
提升企业融资便捷度
优质的金融环境，离不开有效的风险防控、丰富的
金融业态、创新的金融服务，但对于企业来说，最有吸引
力的还是企业融资的便捷度。
今年 4 月，海南银保监局印发《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
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了
多项具体措施服务企业融资。从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体
系、加强金融创新、提升信贷服务效率、推动减费让利、
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加强监管督查力度、加强宣传引导
等 7 个方面入手，精准发力、切实为我省壮大民营经济贡
献高质量金融动能。
据记者了解，为提高放贷效率，满足企业用款“短、
频、急”的需求，我省不少金融机构均设立了普惠金融部
门。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设立了 13 亿支小债贷款和
24 亿元的债贴现限额，
专项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与此同时，我省还创新政银企对接长效机制，常态
化开展政银企项目资金需求对接工作，实现信贷投放与
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上半年，我省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1466.52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94.78 亿 元 ，同 比 增 速
11.35%，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3.91 个百分点。

培育信用
“沃土”
提升企业
“获贷力”
近年来，海南通过“信用+信贷”的引导作用，建立完
善信用体系，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了我省经济
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这是全村的荣誉,我们要珍惜邮储银行信用村的名
誉,要用好的诚信来督促其他村民,并积极发展产业,为乡
村经济发展多做贡献。”海南省万宁市山根镇排溪村委
会村支书孙多武说，今年年初排溪村挂上了“信用村”牌
匾后,当地农户在申请贷款时，可以无障碍享受信贷支农
的优惠政策。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李斌表示,邮储银行“信用
村”政策始终致力于有效解决乡村村民的融资需求。截
至 2019 年上半年，
全省共评定“邮储银行信用村”149 个，
整村批量开发、批量受理和批量放款近 6.5 亿元，发放扶
贫贷款 7607 万元。
“海南一直在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海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去年海南自贸试验区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成功上线，平台 6 个子系统实现了 283 项功
能，支撑了信用信息归集、数据清洗、信用公示等基础功
能及联合奖惩、信用预警、
“信易+”等应用。通过建立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让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得到更
多更好的服务。

同比增长 41.8%；
其中，
移动支付业务笔数增长 16.2%。
硬币、残币兑换、日常小额现金支取、转账汇款、购
买理财和生活缴费……如今我省各乡镇，村民享受到了
与城里一样便利的基本金融。
“海南省农信社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提升金融服务
的覆盖率和满意度，让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农民、贫困人
群享受同等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海南省农信社相关
负责人说。据悉，海南省农信社的便民金融服务点实现
了全省 2561 个行政村服务覆盖，设立村级金融服务站
644 个，
服务覆盖“”
百镇千村”
332 个，
贫困村 312 个。
建行海南省分行在全省设立“裕农通”普惠金融服
务点 354 个。村民在服务点除了能办理就能办理基础金
融业务，
活期转定期更可享受定期存款利率上浮 40%。
据悉，为切实做好乡村金融服务，实现相关业务的
一站式、便捷式办理，我省各金融机构不断下沉服务重
心，完善“镇镇有 ATM 机、村村有 POS 机”的基础金融服
务，基本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
便民目标。

扩大移动支付场景
金融
“融入”民生百事

普及金融知识
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每天早上，市民李阿姨都要到海口头铺农贸市场买
菜，
“以前去菜场最怕的就是找补零钱，现在打开手机就
可以扫码支付了。”李阿姨说。在海口头铺农贸市场，每
个摊位上的电子秤都连着一个支付仪器。购买的菜经
过电子秤后，屏幕随即产生一个支付二维码，消费者不
仅可以扫码支付，各摊位供菜安全与诚信也同步记录在
案。这是建行海南省分行着力打造的智慧农贸市场项
目。
家住海口市棕榈泉小区的宋先生在自己的爱车上
加装了 ETC，当他驾驶车辆进出小区门时，
“ 不领卡、不
停车、不扫码，1 秒之内变完成支付，实现快速通行。”宋
先生说。8 月 5 日，我省首个 ETC 感应支付停车场在棕
榈泉小区建成，
由中行海南省分行出资改造。
买菜、出行，这些关乎百姓日常的民生“小事”，成了
非现金支付受理环境改善的“大项目”。人民银行海口
中心支行发布的《海南省金融运行报告（2019）》就提到，
我省是非现金支付受理环境不断改善。移动支付实现
了在全省公交、医疗健康、校园、菜市场、食堂、停车场等
高频核心场景，2018 年我省非现金支付业务办理笔数

优化金融环境，还要提升公民的金融素养，普及金
融知识。
“近些年来，我省各金融机构都加大了银行保险
金融知识宣传的力度，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海南银
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近几年，每年 9 月，各家金融机构都相继开展
了“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金融知识进社区、进校园、进
工厂、进部队等等，
不断普金金融知识。
与此同时，去年，我省还开展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工作，开设金融教育课班级（含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共计 212 个，
受教育学生 1.1 万人。
在普及普及金融知识之外，还成立金融消费维权协
会，
保障消费者权益。
去年，工行海南省分行牵头成立了“海南省自由贸
易试验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辖区金融消费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取得实质进展。
“ 成立该协会将有
效促进我省金融消费纠纷及时有效解决，有力推动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的行业自律、金融知识普及、普惠金融等
工作，对海南金融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深远的
影响。
”
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不领卡、不停车、不扫码

中行力挺海南首个 ETC 感应支付停车场落地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刘勤楠 刘秋洋）不
领卡、不停车、不扫码，当车主驾驶车辆进出小区门时，
横杆旁边的识别摄像机识别车辆信息，横杆自动抬起
来，1 秒之内车辆便可快速通行，1 秒钟后收到系统提示
车辆通过的信息和图片。8 月 5 日，海南省首个 ETC 感
应支付停车场在棕榈泉小区建成。本次 ETC 停车场建
成，标志着 ETC 在海南省有了实质性的支付场景，所有
ETC 用户在这里都能实现 1 秒钟进出。

据悉，本次 ETC 道闸建设由中行海南省分行出资
改造。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ETC 是一种通过车载电
子标签扫描实现的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根据交通
部政策，我国将逐步取消省级收费站，未来还将实现
机场、火车站等大型交通场站停车场景 ETC 服务全覆
盖，同时推广 ETC 在居民小区、旅游景区等停车场景
的应用。
相比起传统停车场的缴费方式，ETC 停车场更省时

方便。目前办理中行 ETC 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 7.6
折优惠、OBU 免费赠送和观影、洗车、消费满赠等多重
好礼。用户可以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微信小程序
“中行 ETC”两种渠道进行线上申请，也可以携带车辆行
驶证、本人身份证到中行任意网点进行申请办理。
本版责编 文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