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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末，海南农行扶贫小额信贷余额 2.23 亿元

小凤梨带富临高新贤村

小凤梨带动整村脱贫
日前记者从农行海
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
农行）获悉，截至 8 月末，
海南农行扶贫小额信贷
存 量 7757 户 ，贷 款 余 额
2.23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2167 万 元 ，今 年 新 发 放
764 户，
2578 万元。
2018 年海南农行在
定点扶贫村扶贫考评工
作中分别被评为“好”，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
定点帮扶村临高县博厚
镇新贤村新贤村也在当
年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新贤村委会下辖新贤、祥隆、美盈 3 个
自然村，地处偏远，坡地多，水田少，但由于
没有水利设施，仅种产值低的甘蔗等传统
农作物，土地资源没有发挥出很好的经济
效益。2016 年被临高县列为整村推进、精
准扶贫的贫困村。
为使该村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生
活道路，在临高县委县政府、当地扶贫办的
大力支持下，2016 年海南农行在大量调研
的基础上，创新推出金融精准扶贫贷款模
式，
向总行提出工作方案并获批准，
推出
“政
府+银行+企业+合作社+农户”
千亩凤梨种
植精准扶贫项目，为新贤村推荐和引入专
业凤梨种植企业——海南宏鑫和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和公司），
通过发展
凤梨种植项目带动新贤村整村脱贫致富。
确立项目后，新贤村委会成立了临高
新贤热带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整合
连片土地，农民以土地、信贷资金和政府产

业资金入股，共同创办千亩凤梨基地，入社
社员达 134 户，其中贫困户入股 50 户 218
人。
宏鑫和公司与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
实行“五个统一”管理，即统一技术、统一管
理、统一种苗、统一生产物资和统一保底收
购。公司以技术入股，按利润的 10%参与
合作社分红，并约定负责每亩 9000 元的保
底收购（每亩成本约 7000 元），高于保底的
随行就市，公司已于华润集团签订销售合
同，确保了销路。按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
我行已向定点扶贫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
142 笔，
金额 641 万元。
自 2018 年下半年来，凤梨开始逐渐上
市销售，目前销售情况正常。凤梨种植基
地项目实施以来，合作社秉承“种植基地项
目用工贫困户优先”的原则，积极组织贫困
户闲余劳动力到基地务工，努力提高贫困
家庭的有效收入。
至今，产业扶贫项目已向所有入社社
员进行两次预分红共 89 万元，其中贫困户
户均分红达 6400 元。长期在基地务工的
贫困户有近 40 户，至今，已向贫困户发放
务工工资 45 万元，贫困户户均务工收入达
11250 元。

金融扶贫与海南热带农业结合
扶贫小额信贷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如
何用是关键。海南农行将信贷与产业结
合，引导贫困户借助扶贫小额信贷，自主发
展或抱团合作发展实现了脱贫致富。
据介绍，海南农行将金融支持扶贫攻
坚与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紧密结合，大力支
持贫困地区橡胶、热带水果、冬季瓜菜等海
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以产业带动贫
困户增收。近三年，投放超过 20 亿元贷
款，支持海南农垦集团、海南春光食品有限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林慧
公司、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罗牛山股份
有限公司等龙头企的加工、种植、养殖等产
业，带动项目所在地 4.9 万多名贫困农民就
业，同时引导贫困户借助扶贫小额信贷，通
过产业带动发展生产获取收入。
同时，量身定做贷款产品。为做好定
点扶贫村金融服务工作，确保定点扶贫村
贫困人口实现“三年攻坚脱贫，两年巩固提
升”目标，经上报总行备案，海南农行专门
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定点扶
贫村农户小额贷款操作规程》，根据实际情
况突破信贷制度，降低准入标准，解决定点
扶贫村合作社社员和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
难的问题。该业务开办范围限于定点扶贫
村，
贷款总额不超过 800 万元。
贷款资金采取受托支付方式，凤梨销
售资金通过海南农行结算，成功通过凤梨
产业让新贤村贫困户抱团合作发展，实现
脱贫致富。

营造诚信发展的金融生态氛围
贷款不仅要“放得出”，还要“收得”。
海南农行积极服从当地政府扶贫工作要求
和安排，以“5+2”、
“ 白加黑”的拼搏精神，
为解决贫困户居住分散，不易集中等问题，
充分利用“电视夜校”平台，结合“金融知识
进万家”
“扶贫日”等活动，加强扶贫政策和
金融知识宣传，营造诚信氛围，同时通过熟
悉情况的村干部等介绍贫困户情况，筛选
讲诚信、有实际发展生产需求的贫困户，并
挨家挨户上门核查情况及收集材料，把好
扶贫小额信贷发放的准入关。
风险预警监测方面工作。海南农行每
月从系统提取因逾期扶贫小额信贷清单，
下发风险提示函，督促经营行在正常催收
的同时，通过地方扶贫办、镇政府、村干部
等对贫困户进行催收，
取得较好成效。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FT 账户项下融资总额破亿元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李小
诺）日前，记者从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获
悉，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自 FT 账户上线
以来积极探索 FT 账户体系下的各项金
融服务，不断取得业务上新的突破，截
至目前，FT 账户项下融资总额突破了亿

元大关。
作为海南自贸区建设重要的金融
基础设施 ，FT 账户承载着海南金融改
革和开放的重要使命。据悉，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通过分账核算单元积极对接
境内外优质优惠的金融资源，为客户量

身定做自贸金融服务方案，提供高性价
比金融服务，获得监管机构和企业的良
好评价。
FT 账户具有资金成本低、可以选择
在岸或离岸汇率进行结售汇、多币种可
兑换账户以及便利的资金划转规则等

优势。下一步，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将继
续深耕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市场，持续
发力包括 FT 资金池、FTN 账户融资等
创新业务落地，做大自贸业务规模，为
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贡献一
份力量。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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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