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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支持海南橡胶产业发展

县、白沙县、五指山市等市县成功试点基础上，扩
大到全省 18 个橡胶种植市县实施。全年民营胶
参保面积 26.62 万亩，参保胶农达 1.76 万户，提供
风险保障 1.16 亿元，省和市县两级财政保费补贴
投 入 逾 1158 万 元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胶 农 参 保
5934 户 ，面 积 6.43 万 亩 。 当 年 发 生 保 险 赔 付 逾
1166 万元，保险赔付率 94.78%，直接受益农户 1 万
多户次。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督促保险机构按照理赔
周期约定，及时向触发赔付条件的胶农发放保险
补偿金，稳定胶农的整体割胶收入。同时，指导市
县和保险机构持续推进非贫困胶农的参保工作，
不断扩大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覆盖面，惠及
更多胶农，助力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脱贫攻
坚工程。

我省橡胶
“保险+期货”项目扩围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实习记者 吴雪瑜）日
前，
海南橡胶携手太平洋保险海南分公司共同启动
保亭县 2019 年橡胶“保险+期货”
项目。
橡胶“保险+期货”项目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力争
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全覆盖”要求的体现之一，主要
依托海南橡胶下属金橡公司的收购网点操作实
施。该项目最大亮点是将保险公司的 e 农险平台
与海南橡胶的“橡胶智慧收购平台”对接，
实现胶农
自助投保、交易过程监控、即时赔付、为政府提供数
据交互等。
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介绍，积极发挥橡胶收
入保险试点示范作用，通过与地方政府、承保机构
协同互动，吸引和带动地方胶农参保，有效转移生
产风险，助力胶农脱贫增收。同时，利用公司遍布
全岛的橡胶收购、加工资源和“橡胶智慧收购平
台”，为民营胶农承保与理赔提供便利，既有利于
海南橡胶掌握全省的橡胶种植情况和收购市场情
况，又能有效推进保亭县乃至全省橡胶收入保险
全覆盖。
市场化定价不可逆的情况下，天然橡胶“期
货+保险”项目成了既能保护我国橡胶安全又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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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人保完成台风
“韦帕”赔付案件 27 笔

海南实现建档立卡贫困胶农
胶价保险参保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实习记者 吴雪瑜）日
前，记者从海南银保监局获悉，海南提前实现天然
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全覆
盖目标。截至今年 6 月末，海南天然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参保面积达 54.43 万亩，参保农户达 4.88 万
户次，提前 6 个月实现建档立卡贫困胶农（达到开
割条件且愿意参保）参保全覆盖的目标。
去年《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
方案(2018-2020 年)》提出，
“2018 年在全省范围内
推开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并不断提高贫
困胶农参保率，力争 2019 年底实现贫困胶农参保
全覆盖，2020 年进一步健全制度，形成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的目标要
求。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推出后，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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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胶农种植收入的有益实践。眼下，
我省各市县天
然橡胶“期货+保险”
扶贫项目试点范围不断扩大。
在临高县，
中国人保与中信期货连续第三年共
同服务当地贫困胶农。据统计，2018 年人保财险
海南分公司向琼中、白沙和临高三个市县总共兑现
赔款 1874.29 万元，惠及胶农 19689 户，其中贫困户
9918 户。
在五指山市，天然橡胶“期货+保险”扶贫项目
试点范围继续扩大，除毛道乡实现全覆盖外，毛阳
镇也被纳入其中，总计承保数量达到 2000 吨。去
年毛道乡 1270 户农户纳入保障范围，覆盖种植面
积 8333 亩，数量达到 1000 吨，承保人为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国元期货全额支
出保费 51 万余元，
共实现理赔 108 万元。
在白沙县，今年有两个“保险+期货”项目全面
开展，分别挂钩天然橡胶 1.1 万吨和 0.57 万吨，基本
实现了对当地民营橡胶产量的全覆盖，
为白沙县贫
困胶农提供了全面有力的风险保障。
据记者了解，
“保险+期货”模式利用市场化手
段，在保障农民基本收入的同时，对农产品价格风
险进行定价和转移，不仅保障了胶农利益，也为金
融创新支持“三农”
提供了实践经验。

赔付金额约 7 万元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实习记者 吴雪瑜）8 月 1 日，
今年第七号台风“韦帕”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登
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9 级。受台风影响，海南岛大部分
地区狂风暴雨肆虐，树木倒伏，城乡积涝，市区多个路段
积水拥堵。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3 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
公司共受理案件 1276 件，完成赔付案件 27 笔，赔付金额
约 7 万元。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多次深入灾情一线，
要求公司各部门联动，
按照应急预
案，采取有力措施，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全省系统理赔、
客服及三农保险基层服务人员全面投入到抗风救灾一
线，
出动查勘车辆约 500 台次。
灾害期间，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加强应急保障，
全
力保障灾害出险报案线路通畅。据悉，
台风当天，
人保财
险海南省分公司共受理呼入来电 6395 个，较平时上涨
356.46%。为确保服务保障电话线路畅通，
人保财险海南
省分公司充分发挥人保全国系统客服中心所具有的人
员、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实行 24 小时线上线下工作制，开
展灾情日报制，
及时受理保险报案，
随时全面掌握全省各
地区受灾情况。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积极整合全省理赔服务资
源，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车辆，快速开展灾后理赔查勘
工作。根据受灾实际情况不同，该公司采用无人机、GPS
等卫星遥感、检测内窥镜等科技手段进行查勘定损，提
高勘灾效率和质量。8 月 1 日至 2 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
公司 16 个农险理赔工作组分赴海口、澄迈、文昌及临高
等受灾市县，汇合受灾市县理赔工作小组到农村地头开
展理赔工作。
快速理赔，保障受灾地区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开启理赔绿色通道，紧张有序开
展查勘定损工作，进一步简化理赔程序，切实做到“应赔
尽赔，
应赔快赔”。

海南太平洋保险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实习记者 吴雪瑜）近日，
太平
洋产险海南分公司和太平洋寿险海南分公司党委联合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党员参观
了海口市金牛岭英雄纪念碑，
重温入党誓词，
缅怀革命先
烈，
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座谈会上，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何飙、
太平洋寿险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王秋生共同签订了《党
组织共联共建协议书》，双方一致认为要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活动为引领，深入推进产、寿险党建协调
机制，营造“一家亲、一条心”的氛围，把政治优势转化为
经营优势，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创新业务协同推动方式，
实现优势互补与渠道融合，
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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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金融管家
建行“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
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
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
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
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中行信用卡消费金融产品 生活尽无忧
百姓生活中，
“ 消费”是民生重要课题
之一。中行海南省分行依据当地客户消费
特点，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并持
续加强消费金融产品创新。
据介绍，该行为给客户打造差异化的
授信服务，通过分析信用客户日益多样化
的信贷消费需求，推出了刷卡分期更加便
捷的金融产品——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金
融产品（信用类）。该产品除满足客户常规
的购车、装修、车位等基础大额消费需求，
更是开创了包括教育、婚庆、医疗等个性化

消费服务功能。
该产品具有众多优势：额度专享。办
理该项业务，中行参考客户家庭工作信息
或资产情况，授信额度可高至 30 万元；期限
丰富。分期期限一至五年，充分缓解还款
压 力 ；费 率 优 惠 。 部 分 客 户 月 费 率 低 至
0.25%；部分服务可选择现金自主使用，分
期授信金额 30 万元以内可划入办理客户名
下中行账户，满足各种消费资金需求；办理
便捷。纯信用、免抵押、申请资料简便，支
付方式灵活。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客服热线95566 或者 海南分行咨询电话：0898-66563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