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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行召开 2020 年党建和经营工作会议

“五个一定”
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傅碧
珊 林慧）3 月 23 日，农行海南分行召开
2020 年党建和经营工作会议。会议传
达贯彻落实总行 2020 年党建和经营工
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2020 年全行各项
工作。
会议明确了 2020 年工作的总要求，
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
为党的建设永恒课题，以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总行 2020 年
党建和经营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治
行兴行“六维方略”，继续围绕“建设精品
银行、平安银行、绿色银行、家园银行四
位一体美丽海南农行”总目标，坚持“县
域争第一、城区进主流、整体拼进位”的
发展定位，强党建、明方向，勇担当、抢机
遇，夯基础、固根本，抓创新、建机制，全

力打造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首选银
行。
会议强调要做好 2020 年各项工作，
必须坚持做到“五个一定”：一定要保持
定力。要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发展主动
权，立足实际，着眼长远，坚定不移推进
“建设精品银行、平安银行、绿色银行、家
园银行四位一体美丽海南农行”。一定
要稳中求进。要聚焦稳存款、稳营收、稳
资产质量，确保市场竞争力不下降、稳中
向好态势不改变；要聚焦市场竞争力、风
险控制力、价值创造力、队伍凝聚力，推
动业务经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快
速提升。一定要寻机而动。要把数字化
作为全行经营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以科
技融合、数据应用为重点，加快探索新模
式、新机制，让数字化的基因内嵌到各领
域、各环节，构筑竞争新优势。一定要守

牢底线。要主动适应更加复杂的风险、
案防与合规形势，提升风险管理的前瞻
性、全面性和有效性，毫不松懈守牢各类
风险案防底线，实现业务合规稳健发展，
确保风险可控、案件可控。一定要凝心
聚力。全行员工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伟
大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凝心聚力、同
心同德、拼搏进取、攻坚克难，提“四气”
（志气、正气、骨气、士气），争一流，为民
族复兴、为海南振兴、为美丽海南农行建
设贡献力量。
会议对 2020 年工作进行部署，要求：
一是强党建，明方向，统一发展思想。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增强党建统领作
用；加强组织建设，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
过硬；加强作风建设，提振干事创业精气
神；加强党廉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
严治行。二是勇担当，抢机遇，提高发展

质量。勇担责任，全面完成扶贫三农、民
营小微政治任务；主动作为，全面抢抓海
南自贸港建设机遇；抓头带尾，全面提升
对公业务市场竞争力；做优服务，全面加
快零售业务转型发展；增收节支，全面提
升价值创造力。三是夯基础，固根本，筑
牢发展根基。强化信用风险防控，持续
做好三大、三小风险化解工作；强化案防
工作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抓好 IT、
安保、保密、舆情、信访维稳等工作。四
是抓创新，建机制，强化发展支撑。抓好
“511”创新机制建设，即实施五项工程
（城区行营销体系改进工程、客户经理管
户优化工程、网点赋能工程、数字化转型
工程、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完善一
个机制（考评激励机制），推进一个建设
（家园建设），为全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8992 万元信贷力促海南生猪产业发展
本 报 讯（记 者 洪 佳 佳 通 讯 员 林
慧）3 月 20 日，农行海南分行通过农产品
稳产保供和复工复产绿色通道，向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海 南 农 垦）畜 牧 板 块 发 放 2 笔 合 计
7976 万元贷款，全力支持生猪养猪场项
目建设。
“感谢农行的管理团队，他们积极沟
通，主动协调，在疫情期间促成 30 万头生
猪全产业链项目贷款的投放。”海南农垦
草蓄猪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刚感激地

说，
“ 特别是在项目复工复产关键时刻，
首笔 7476 万元贷款及时投放，为我们企
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
作为海南最大的国有农业龙头企
业，海南农垦将打造成为全省“菜篮子、
肉篮子、果篮子”，为海南居民提供丰富
的蔬菜、肉类和水果。其中，海南农垦畜
牧养殖产业率先制定《海南省生猪产业
整合实施方案》，
优先发展生猪产业。
为此，农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对接支
持海垦草畜集团、畜牧集团生猪产业链

的全省布局，为临高“红华十万头现代高
效仔猪场”项目和儋州“30 万头生猪全产
业链”项目，分别给予 5000 万元和 3.5 亿
元的信贷支持。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
8992 万元。
“在做好信贷支持的同时，我行还将
通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新政策，支持
海南农垦生猪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推动
垦区内部生猪散养整合，助力全省生猪
养殖向集约化、无害化转型升级。”农行
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工行：
帮扶干部找销路 解决瓜农“卖瓜难”

海南工行以爱心消费扶贫的方式
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海南工行供图
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陈明
皓）3 月 17 日，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昌
江十月田镇王炸村的贫困户林信荣一
家，已经在地里忙着采摘冬瓜了，脚踏
声，采摘的呼喊声响遍整个瓜园。
“今天，
工行的扶贫干部来收购冬瓜，我得快点
把它采摘下来。
”
林信荣激动地说。
而就在前一天，林信荣还望着瓜蔓
上个头大、色泽均匀的青皮冬瓜犯愁。
往年这个时侯，收购商早已踏遍整个瓜

园，冬瓜根本不愁销路。而今年受疫情
影响，蔓藤上的冬瓜早已硕果累累，却无
人问津。
得知农户们的困难，作为十月田镇
王炸村的定点帮扶单位——工行海南省
分行驻村工作队多方奔走，积极帮助扶
贫户解决因疫情导致农产品滞销的问
题。
“得知扶贫村农户一万多斤的冬瓜因
疫情无法收购，即将遭受严重损失，我们

迅速发动行内员工，
开展爱心助农消费。
”
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仅 3 月 17
日当天，就组织购买了一万斤的冬瓜，帮
助农户度过了难关。工行海南省分行还
积极联系合作单位，为农户对接新销路。
目前，
工行海南省分行共帮助销售定点扶
贫村滞销南瓜等农产品两万多斤，
为农户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三万多元。
除了以爱心消费扶贫的方式解决农
产品滞销问题，海南工行还主动在疫情
期间施以援助。早在疫情开始蔓延时，
工行海南省分行党委组织专题工作会议
部署防疫工作，指示要全力支持扶贫村
的防疫工作。驻村干部放弃春节休假，
在第一时间赶赴扶贫村防疫一线，参加
疫情防控工作。根据驻村干部反馈的疫
情防控需求，工行海南省分行在 1 月 30
日和 2 月 5 日，向昌江县十月田镇紧急捐
赠了两批次共计 1.6 万元的防疫物资，支
持一线疫情防控工作，增强村镇防疫能
力。
从防疫情，到抓农时，再到保收成，
关键时候帮一把，脱贫的路就宽阔了起
来。
“ 现在销路慢慢打开了，我不用再发
愁，真是太感谢工行的支持了！”原本满
脸愁容的林信荣露出了笑容，问起“接下
来有何打算”时，她坚定地说：
“今年底我
还会继续种！”

“生猪贷”是农行海南省分行服务
“三农”的一个缩影。据悉，为支持农产
品稳产保供，农行海南省分行相继出台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脱贫
攻坚和“三农”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关
于做好疫情期间农户贷款业务的通知》
等 20 多个文件，围绕各地“菜篮子”
“米袋
子”工程，做好信贷计划的优先配置，并
结合当前农业生产经营，新增信贷计划
优先保障涉农企业、农户贷款投放力度，
及时满足农业生产经营需求。

“三棵树”
都保险啦

海南首批椰子苗木
综合保险落地
本 报 讯（记 者 洪 佳 佳 通 讯 员 朱
建）日前，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在万宁
和文昌签出首批椰子树种植保险保单，
标
志着海南椰子种植农业保险正式落地。
据介绍，椰子苗木综合保险每株保
险金额不超过 100 元。因雷击、暴雨、洪
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
寒害、旱灾、地陷、崩塌、地震、爆炸等各
种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等原因，造成保险
苗木的死亡，且死亡率达到 8%(含)以上
时，
即可理赔。
据悉，
该保险产品开发过程中得到了
中国热科院椰子研究所的支持，
在椰子种
植相关风险识别等方面给予了专业指导
和帮助。这也是海南人保财险在相继推
出槟榔价格指数保险、橡胶价格(收入)保
险等产品后，
利用金融保险工具服务海南
“三棵树”
产业发展的又一积极举措。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包括椰子产业在内的海南“三棵树 ”(即
橡胶树、槟榔树、椰子树)产业发展，把椰
子产业作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点产
业。2016 年，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签
出我省第一张槟榔价格指数保险的保
单；2017 年推动实施天然橡胶“保险+期
货+扶贫”项目保险；2018 年，该公司落地
海南首单天然橡胶收入保险。随着椰子
苗木保险落地，至此“三棵树”都有了更
坚实的金融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