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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累计投放 154 亿元支持自贸港重点领域建设
本 报 讯（记 者 曾 丽 园 通 讯 员 杨
洋）记者从农发行海南省分行获悉，近
期，农发行研究出台了《关于支持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
），明确提出要立足农业政策性银行
职能定位，在国家规定的支持领域和业
务范围内，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制度机
制，进一步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充分发
挥农发行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作用，推
动农发行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政
策性金融力量。这是该行继 2018 年在金
融系统率先出台《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后，再次出台专门文
件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农发行此次出台的举措，
涵盖了支持
自贸港重点领域建设、
深化农业政策性金
融创新实验区功能、
明确自贸港建设保障
措施等方面。
《意见》紧紧围绕海南
“三区一
中心”
战略定位，
提出要强化改革创新，
在
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脱贫攻坚、
农业现

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上，
聚焦粮食安
全体系建设、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民生基础
设施建设、
农业新产业新业态，
推动《海南
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落地见效。
《意见》指出，农发行将以海南自贸
港全新的体制机制建设为契机，在农发
行海南省分行创建农业政策性金融创
新实验区基础上，进一步将创新实验区
打造成全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模
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创新
等深化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大力推动先
行先试和创新发展。一是创新推动产
品服务模式多元化，立足实际,加快产品
服务研究开发，创新服务模式，探索多
种模式支持农村新业态、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用好基金投资功能，加大股权投
资力度，更好支持海南自贸港重点项目
建设；二是打造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重要平台，加强相关政策研究，采取有
力措施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将海南

农业政策性金融创新实验区作为推动
政策性金融国际化，提升联通国际市场
能力，支持农业“走出去”
“ 引进来”，服
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平台；三是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支持升级扶贫信贷产品优先
服务海南乡村振兴，支持海南省分行结
合实际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将农发行
海南省分行作为金融产品创新基地，研
究探索金融产品创新。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
计，完善相关制度机制。首先是聚集研
究人才，建立自贸港相关政策信息收集、
共享和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强化金融科
技支撑，加强与自贸港区块链试验区的
联动合作，运用区块链技术更好赋能农
业政策性金融发展。其次是建立“总对
总”高层营销对接机制，专项服务进入海
南的大型企业，支持自贸港总部经济发
展。再者是落实与自贸港相适应的人才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开展春节扶贫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姚少龙）春
节将至，
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帮助定点扶贫
村困难家庭度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2月
2 日，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慰问组一行来到万宁市
南桥镇南桥村开展新春扶贫慰问活动，为当地
村民送去新春祝福，
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中去。
活动现场，民生银行海口分行慰问组将
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送到 25 户困难户的手
中，把爱心和温暖送到了村民的心坎上，鼓励
他们要以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精神状态面对

体制和保障机制，建立市场导向人才机
制，多渠道引进高端人才。最后是建立
创新容错机制，结合自贸港建设实际，积
极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允许试错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
“ 十三五”期间农发行海南
省分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736 亿元，贷款
规模增长率达 205%，有效支持了海南粮
食安全、脱贫攻坚、热带农业及农业农村
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 2020 年以
来，该行已累计投放 154 亿元支持海南自
贸港重点领域建设，截至目前，各项贷款
余额 555 亿元，对公贷款余额在海南省银
行机构中位居前列。
目前，农发行海南省分行正以高标
准严要求，落实落细总行出台的各项政
策，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高质量推进
农业政策性金融创新实验区建设，为“十
四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奋力在支持
海南自贸港建设新征程中再做新贡献。

生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在新的一年里
努力通过新方式、新途径来增加收入，早日过
上小康生活。
受帮扶的村民非常感激民生银行海口分
行的关心，并表示，一定乐观努力地生活，争取
早日富裕起来，回馈社会。
“ 非常感谢民生银
行，每到节假日都来慰问，现如今我们的生活
已经得到了改善，今年我们也会更加努力，争
取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
王阿公说。
2020 年民生银行海口分行高度重视扶贫
帮扶工作，建立产业扶贫、消
费扶贫、教育扶贫、技术扶贫、
基础设施扶贫“五位一体”扶
贫模式，认真履行民生银行社
会职责，并多次深入到帮扶对
象家中，认真摸底了解帮扶对
象困难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详尽可行的结
对帮扶方案，受到了帮扶对象
和当地村干部的一致肯定和
好评，多维度助力南桥村打赢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到南桥村开展新春扶贫慰问活动。 脱贫收官战。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
员 张龙）为了弘扬“无偿献血，
救助他人”的美德，提高员工自
身社会责任感，展现关心社会、
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近日，兴
业银行海口分行组织开展“血融
万家，爱联天下”为主题的无偿
献血活动，该行广大干部员工纷
纷踊跃报名、积极参与，用行动
诠释奉献，
用鲜血凝聚爱心。
在活动中，该行参加献血的
同志们早早来到万绿园献血点
等 候 献 血 ，在 工 作 人 员 的 指 引
下，依次完成填写报名表、测量
血压、血液采检、正式献血等流
程，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献出爱心的既有高管也有普
通员工，既有自开业之初就在的
老员工，也有刚入行的新员工。
在献血车上，部分献血员工已经
有多次献血经历，面对献血显得
淡定从容，而不少员工第一次献

血则有些紧张，工作人员通过心
理疏导帮他们缓解紧张情绪。献
血成功后拿到自己的第一张献血
证让他们兴奋不已，脸上洋溢着
温暖的笑容。据悉，此次献血过
程整体采血成功率较高，该行员
工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海口兴业人
的爱心、
责任与担当。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副行长
谢红卫表示，此次活动不仅为该
行员工提供了奉献爱心的平台，
为增强员工的公民意识、奉献精
神和服务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也从侧面体现了兴业银
行海口分行作为社会一份子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据悉，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自
开业至今始终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弘扬企业正能量，持续
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用实际
行动展现无私奉献、助人为乐、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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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