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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0 第四届海南国际健康产
业博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海
口农商银行携豪华的社会保障产品和金
融产品亮相该届国际“健博会”，特别是
其集社会保障服务与金融服务于一体的

“社会保障卡”引起市民游客的关注。
近年来，海口农商银行持续致力于

社会保障卡及居民健康卡服务工作，为
海南省及海口市社保工作提供有力金
融支持。同时，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
景下，医药健康行业的发展再次受到关
注，海口农商银行通过贷款定价优惠、
锚定重点客户集中营销、制定差异化支
持政策和产品服务创新等多方面举措，
为医疗健康产业提供更专业的金融服
务，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

依托社保卡，
主动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手机上点一点，仅花费1元钱就预
约了下午的专家门诊。真是太方便
了！”海口市民符女士说。计划去省人
民医院看病的符女士在海口农商银行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海南农信手机
银行中“生活服务”下的“掌上健康”，轻
轻松松完成了挂号预约。更令符女士
惊喜的是，除了“1元钱”挂号以外，看病
就诊涉及的“就诊人建档”“门诊缴费”

“住院预缴金”等一系列自助就诊服务
也可以在海南农信手机银行中的“掌上

健康”板块轻松操作。
据悉，具有多种金融功能的社会保

障卡，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
三大险种的功能集于一张卡上，群众持
一卡就可实现养老待遇、工伤待遇、医疗
费用结算等各项功能，真正实现“一卡无
忧，安心养老”的便民愿望。

近年来，海口农商银行持续致力
于社会保障卡及居民健康卡服务工
作，为海南省及海口市社保工作提供
有力金融支持。今年 7 月，海口农商
银行省医支行开业。“设立省医支行便
于借助我行社保卡、健康卡巨大的发
卡量和社会影响力，通过科技创新，助
力我行与省人民医院联手打造海南省
首家金融医疗支行，加强银医合作，更
大程度服务医患。”海口农商银行相关
负责人说。

走进位于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门诊
楼旁的海口农商银行省医支行，网点内
部服务设施齐全，设有非现金区、自助服
务区、电子银行服务区、理财区等功能区
域，布局合理，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
融服务。据介绍，海口农商银行作为海
南社会保障卡和健康卡的发卡单位，在
省人民医院开设支行，可以更好地为医
院和患者提供存取款、社保查询、自助打
印、社保结算等服务，更加方便患者个人
资金使用、快速挂号等。

海口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海口农商银行与海南省人民医院联手打
造的金融医疗支行，省医支行将结合科技

创新，进一步加强银医合作，为医患提供
更贴心、更专业的金融服务，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多措并举，
13.79亿元信贷支持医卫行业

“海口农商银行1.7亿元贷款额度很
快便审批通过了，及时解决了我们医院
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进度。”
某台资企业相关负责人说。原来，该企
业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投资建设干细胞医院，得知海口农商
银行信贷政策支持乐城园区项目融资
后，便与该行取得联系。

“我们发现项目建设存在较大资金
缺口、抵押物不足值、项目自有资本比例
不足等问题，导致融资进度缓慢。”海口
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多次项目
实地考察，调研行业市场趋势，以及研究
国家产业政策，海口农商银行决定采取
多种担保方式解决抵押物不足值的难
题，并优化融资方案，帮助客户解决融资
难题。

据介绍，为支持海南医疗健康行业
快速发展，海口农商银行从加大信贷资
金支持、实行利率及费率优惠政策、开
通信贷全流程绿色通道、加强线上渠道
贷款服务等多方面着手，切实帮助医药
企业纾困解难。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末，海口农商银行为医疗卫生行业提供
资金支持13.79亿元。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为进一步提高
社会信用意识，更好地向广大社会公众提
供安全、便捷、高效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服务，近日，三亚新增两处个人征信报告
指定查询点，分别位于交通银行三亚分
行、海南银行三亚分行。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省
已经有13家商业银行网点布设了个人信
用报告自助查询机，面向社会大众提供自
助查询服务。其余11家网点分别为海口
农商行省府支行、海南银行总行营业部、
海南银行儋州分行、海南银行保亭支行、
兴业银行三亚分行、三亚惠民村镇银行、
邮储银行海口南宝路支行、邮储银行海口
海垦南路支行、邮储银行琼海市支行营业
部、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营业部和位于海
口的兴福村镇银行。

通过自助查询机查询时，市民只需将
二代身份证放置在机器感应区，抬头面向
机器顶部的摄像头，几秒钟后，本人头像
和身份证头像比对成功即可查询个人信
用报告。相比人工柜台查询，自助查询机
效率更高更安全，全过程不到一分钟。

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可查询个
人在银行融资的贷款情况、信用卡使用
情况、对外担保情况以及逾期记录等，报
告状态分为禁入、次级、瑕疵、正常和无
记录五类。市民可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在自助查询机上查询、打印征信报告，每
人每年可免费查询两次，查询三次及以
上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收取每次 10
元的查询服务费。自助查询机具有扫码
缴费功能，支付简便快捷。

据介绍，个人征信报告指定查询机构
的设立，让自主查询的服务观念得到广泛
的传播和弘扬，合理引导公众逐步形成自
助查询的好习惯，让诚实守信、履约践诺
的理念根植人心，不断提升公众的信用意
识。同时，为市民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服
务，让数据多跑腿，市民少跑路。

此外，除了商业银行网点外，还可以
通过各市县人民银行征信查询点和互联
网两个渠道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市民也
可选择自主通过网络查询，网上查询、打
印的个人信用报告和查询网点获取的一
样有效。

海南新增两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点

1、个人征信报告有什么作用？
征信记录了个人过去的信用

行为，这些行为将影响个人未来的
经济活动，这些行为体现在个人信
用报告中，就是人们常说的“信用
记录”。

个人征信报告在办房贷、办信
用卡，民间借贷、招聘求职、租房子
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作用，个人信
用报告时最直接反映个人信用的纸
面报告。

首先，买房、买车、办信用卡
等，都需要查看个人的征信报告，
若是个人征信上有不良记录，银行
或者其他贷款机构会谨慎放贷；其
次，信用良好的人，比较容易申请
到贷款，贷款额度也往往也比较
高；最后，通过个人信用记录反映
个人征信记录不好的人，还可能会
影响日后的求职。

2、查询征信报告收费吗?

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每人
每年可查询2 次，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3次及以上查询，每笔支付查询费
10元。

3、能代查个人征信报告吗?
查询和打印征信报告必须本人

亲自操作，如果他人代查，需要到公
证处做授权委托公证证明。

4、征信查询过多影响个人贷款
申请吗?

金融机构审查贷款申请而产生
的查询记录称为硬查询。银行在放
贷时，会查阅申请人的征信情况，征
信查询次数过多侧面表明客户潜在
风险较高，银行有理由推测该客户
财务状况不佳，还款能力堪忧。

除了银行在审贷过程中产生的
“硬查询”，任意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次数过多，金融机构同样会认为，有
借款需求才会去查，因此会对借款
申请更为谨慎。 （记者 洪佳佳）

小贴士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秦娇

为海南医卫行业提供13.79亿元信贷支持

海口农商银行：
金融赋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
员 彭一鑫 孙越洋）11月17日，由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
亚太金融（基金）小镇主办的“海南
自贸港金融基金推介会——杭州
站”在杭州 CBD 洲际酒店成功举
办。会议邀请了海南省相关部门
专家进行政策宣讲解读，力求推进
海南与浙江各投资行业的合作，助
力自贸港建设。

本次会议150余人现场参加，
3000 余人在线上平台观看直播。
会上，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局长陈阳发表致辞，海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自贸金融发展处处
长廖增梁对自贸港金融政策进行
解读，亚太金融（基金）小镇负责人
张焱就私募基金投资机构的相关
财税政策及入住路径和奖补流程
进行了阐述。

致辞中，陈阳介绍了当前海
南 自 贸 港 建 设 取 得 的 金 融 成
效 ，并 详 细 解 读 了 海 南 自 贸 港
基金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他
表 示 ，海 南 自 贸 港 建 设 为 基 金
行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
略 机 遇 和 投 资 空 间 ，海 南 也 将
为基金业发展提供最全面的配
套支持和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欢
迎各类基金机构在海南自贸港
集聚，共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本次海南自贸港金融基金推
介会是继深圳、北京、上海之后
的第四站，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通过举办一系列自贸港基
金推介会，推动海南自贸港金融
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走出去”，
将 国 内 外 优 质 基 金 资 源“ 引 进
来”，为形成海南金融产业集聚
打下基础。

海南自贸港
金融基金推介会
杭州站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