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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银行今年累计发放
各类小微企业贷款约 50 亿元 同比增长 67%
本 报 讯（记 者 杨 蝶 通 讯 员 陈 洁
王文佳）今年以来，海南银行全面贯彻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工作要求，践行地方法人商业银行
支持地方实体经济的主责主业，通过资
源倾斜、精准施策、提升服务等系列措
施，保障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帮助小微企
业渡过疫情难关，为金融助力“双统筹”
作出积极贡献。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发
放各类小微企业贷款约 50 亿元、同比增
长 67%，
惠及全省 1800 多户小微企业。

198 笔、金额 1.92 亿元，涉及 122 户小微企
业客户。

提升基础服务供给
助力小微企业共抗疫情

海南银行
开通绿色审批
通 道 ，全 力 支
持三亚方舱医
院建设。
海南银行供图

加大资源倾斜力度
助力小微企业平稳运营
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海南银行
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的
市场定位，坚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截
至 8 月末，该行小微贷款余额 73.51 亿元、
同比增长 66.5%。
落实人行支小再贷款政策。海南银
行充分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用好用足
央行优惠资金，努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的渗透率。截至 8 月末，该行累计使用人
行支小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 554 笔、金额
17.43 亿元。
加大贷款利率优惠力度。海南银行
将政策红利让利于小微企业，进一步下
调利率定价，加大减费让利力度，切实降
低小微企业负担。1~8 月，该行小微企业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43%、同比下降 64 个
基点。

精准制定纾困措施
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落实金融服务特别措施。疫情期
间，为积极落实当地政府出台纾困发展
特别措施，海南银行精准制定一系列金
融支持疫情受困企业措施、制度等，为小
微企业纾困解难。针对本轮疫情，该行
通过优化授信、放款等环节流程，在 1 个
工作日内完成三亚方舱医院二期弱电项
目贷款投放。
做好民生领域金融服务供给。针对
民生领域小微企业，
海南银行通过开通贷
款审批绿色通道等系列举措，
为特定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8 月 22 日，
该行开启绿色
通道，实施“线上审批”，及时向三亚海供
能源有限公司发放贷款金额 100 万元，专
项支持疫情期间三亚市车辆、
船舶等运输
企业的燃油保供工作。截至 8 月末，该行
已为省内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等保供
行业提供贷款资金近 3.58 亿元。
支持市场主体消减疫情影响。为积
极应对疫情影响，海南银行积极推出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为支持省内
旅游支柱产业发展，该行向连续三年获
得“东南亚入境接待量第一名”的海南经
典假期旅行社提供 500 万元无本续贷，解
了客户燃眉之急。截至 8 月末，该行累计
开展延期调整还款计划、展期、续贷等

工行海南省分行落地海南首笔
“政采贷”
业务
本报讯（记者 杨蝶 通讯员 安晶）为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工行海南省分
行近日落地海南首笔
“政采贷”
业务。
工行海南省分行作为本次“政采贷”
试点的唯一国有大行，充分发挥金融科
技优势，第一时间落实了省财厅预算一
体化系统—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工行信贷系统的线上直联对接，实现
线上申请、线上审批、线上提款，最快一
天可完成从申请到提款的全流程操作。
据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突发
的疫情给企业经营带来了诸多困难，为
了能最快、最精准地帮助到小微企业，工
行海南省分行第一时间通过该行微信公
众号等多平台进行业务宣传，动员全行

加快推广，让广大政采供应商了解政采
贷业务。
同时，工行海南省分行建立了专业
团队，在每个分支行配备了政采贷业务
专员，制定了业务操作手册，开展专题培
训，把中标供应商清单分解落实到各分
支行和客户经理，主动联系中标企业，了
解融资需求，制定专属融资方案，做好企
业服务，每日监测通报业务进度，梳理解
决难点堵点问题，加快业务进度。截至
目前，工行海南省分行已联系中标企业
500 多户，意向融资金额 6000 余万元，第
一笔全线上化政采贷业务已于近期落地
投放。
此外，为了扎实做好减费让利，扶持

小微，
工行海南省分行对提交政采贷融资
申请的企业，
在提供专业、
优质、
高效服务
的同时，还给予优惠利率支持。今年以
来，
该行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下降了 30
个 BP ,有效降低了小微客户融资成本。
下一步，工行海南省分行将进一步
履行好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认真落实
《海 南 省 稳 经 济 助 企 纾 困 发 展 特 别 措
施》，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对
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总
结，细化、标准化政采贷业务推广、操作
和管理办法，确保好政策、好产品更好更
快更全面惠及广大政采供应商，助力保
市场主体与宏观经济稳大盘，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上接 H01 版）

普华永道：企业应该向数字化
“要增长”
普华永道一直践行“知行合一，止于
至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内部，我们
在践行 ESG，比如提倡低碳办公，鼓励员
工乘坐高铁代替飞机等。在外部，我们
以专业服务为客户量身定制 ESG 战略，
将 ESG 融入客户的业务之中，进而延伸
到整个价值链，实现全生命周期 ESG 管
理。所以说，ESG 并不是单打独斗，而是
合作共赢。
海财经观察员：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海南
的四大主导产业。请结合普华永道的业务
情况，
谈谈对海南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看法？
孙盼：海南自贸港具有独特的政策
优势、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大量的企业
将要涌入海南去开展业务和开发新市
场。所以说海南现代服务业具有强大的
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
面对大量涌入的市场主体，
海南还需
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发力。企业
从落地、
开展业务以及后续发展过程中都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的营商环境可
以帮助企业更便捷以及高效地开展工作。
张承良：
现代服务业的内涵还是蛮广
的，
海南需要有更多类型的现代服务业进
来，比如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以及专业的
咨询公司、金融机构，甚至是专业的法律
机构，
也就是围绕现代服务业的整个配套
体系需要完善起来。所以，
海南发展现代
服务业还有很大的空间，
尤其是随着营商
环境的改善，
信贷服务行业应该会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做好基础金融服务保障。为保障金
融服务不打烊，海南银行通过网点值守、
24 小时电话值班等方式，畅通客户电话、
网上咨询渠道；强化电子渠道服务保障，
引导客户通过电子化渠道在线办理支付
结算业务；确保重要业务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强化支付系统实时监控和运维管
理，
畅通国库资金汇划渠道。
开辟特事特办通道。海南银行开通
银行账户服务“特办通道”，对抗击疫情
急需开立的核准类账户，简化开户流程，
加快业务办理。截至 8 月末，该行通过
“特办通道”开立核准类账户近百户，平
均办理时效仅两小时。
健全“线上+线下”应急办公模式。
在应急业务安排方面，海南银行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加强对市县分支机构的业
务指导，及时响应解决经营单位应急业
务诉求；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办公方
式，保障客户疫情期间的支付结算和代
发等需求。
金融活水，
润泽万物。海南银行将继
续秉承“更懂海南人，
更系海南情”
的服务
理念，
坚持
“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
，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各项工作，
为实体经
济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金融支撑。

“残疾人创业就业贴息
贷款”
助特殊群体创业
本报讯（记者 杨蝶 通讯员 蔡克
明）残疾人创办的企业、招收残疾人达到
一定比例的企业，均可从邮储银行海南
省分行直属支行申请“残疾人创业就业
贴息贷款”，贷款利率为 1.2%。9 月 15
日，海财经·证券导报记者在海南省“残
疾人创业就业贴息贷款”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该信息。
“残疾人创业就业贴息贷款”由邮储
银行海南省分行与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共同推出。据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
李斌介绍，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积极的就
业政策，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激发特殊
群体的创业和就业热情，助力自贸港建
设，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与海南省残疾
人联合会在全省范围内推出“残疾人创
业就业贴息贷款”，共同开展针对残疾人
创业贴息贷款工作，有效解决特殊客户
群体创业、就业难的问题。
发布会上，省残联基金会理事长杨
庆山为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支行行
长梁磊授予了“助力海南省残疾人创业
就业特色支行”牌匾。这标志着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支行成为全省第一家
助力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的特色支
行，
意义重大。
梁磊说：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
支行是‘残疾人创业就业贴息贷款’的特
色支行，也是全省 351 家邮储银行网点
的先行者、排头兵。我们将带动全省所
有的网点，一起为全省 3.9 万名持证就业
的残疾人企业或者招收残疾人的企业提
供贷款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