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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5 年 金融助力 共建美好新海南

智能升级覆盖全省 创新产品亮点纷呈

“轻”
转型下的海南银行业
□ 本报记者 汪慧

看银行服务
水平，对普通老百
姓来说，网点服务
是最直接能够感
受的。相信很多
市民已经察觉，现
在银行的服务与
从前相比，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过
去排队的长龙不
见了踪影，有关的
抱怨也渐渐消失
了，银行不仅服务
效率大幅提升，而
且服务过程生动
而有趣。
近几年来，乘
着新型技术和互
联网融合运用的
东风，海南各大银
行网点创新服务
模式如春潮涌起，
亮点纷呈。从提
出智能网点概念
到智能网点全覆
盖，从 7×2 4 小时
不间断理财服务
到 夜 市 银 行 ……
海南银行业深化
触网变革，打造金
融智能服务，为客
户带来智能化、综
合化、人性化的服
务体验。

网点变身
“智慧营业厅”
近几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海南各大银行
的网点就会出现一些“新玩意”：能办理多种
复杂业务的“超级柜台”、
“ 能听会说”的机器
人大堂经理、人脸识别自动排号系统……虽
然这些智能设备的名字五花八门，但都指向
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推进智能网点建设，让市
民体验到更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在海南建行网点，小小一台柜员机，能使
出十八般“武艺”……这些被称为“智慧柜员
机”的智能设备不仅可以办理十几大类客户
常办业务，办理业务的速度还比传统柜台快
了多倍。如今，海南建行的各家营业网点都
已经配备“智慧柜员机”，实现绝大部分客户
非现金业务的快速处理。
海南中行于 2015 年 9 月揭牌海南首家
“智
能银行”
旗舰店，
这也是海南省首家集中了 3D
展示、
体感互动等交互式前沿应用的智能银行
网点，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高效和更具
体验性、趣味性的金融服务。两年来，该行结
合海南省海岛风情文化和中国银行文化特色，
以前沿科技为手段，通过先试点再推广的方
式，逐步推进网点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到目
前，不仅在海口的市民能享受到智能化服务，
该行的智能化网点设立还逐渐延伸到市县。
海南农行从 2014 年开始以提升网点效
能为核心，推进网点转型，在网点功能、现场
管理等方方面面进一步精准定位。同年，农
行总行自主研发的“超级柜台”新型运营服务
模式在海南落地。几年来，除了海口的营业
网点，该行还推动“超级柜台”走进市县，为城
乡居民送去便利，如今“超级柜台”已经覆盖
全行网点。2016 年，
“ 超级柜台”的业务品种
进一步丰富，系统功能进一步优化。
海南工行的服务水平一直走在前沿。记

达，本来上午去银行办事，以为一个上午都要
耗费掉，没想到才几分钟，我的业务就办完
了。
”
刚刚买了新房的小陈在建行办理了贷款，
需要前往建行海口世贸支行办理开卡等业务，
在大堂经理指引下，
她在智慧柜员机插入身份
证，完成对着摄像头留存照片等几个动作后，
便被告知已经完成开户。随即，
银行工作人员
利用 ipad 等电子设备帮助她开通了电子银行
……所有业务几分钟时间高效完成。
节约时间、简便快捷，这是所有金融消费
者向往的服务。如今，在海南各银行网点，都
能实现。客户无需再到柜台排队，即可通过
智能终端办理开户、理财、缴费、汇款、挂失等
多项个人业务，基本覆盖了银行常用的零售
业务产品。
海南中行有关人士表示，智能银行的一
大优势，就是把客户的体验放到服务最重要
的位置上来。服务人员不能再简单地守在柜
台后，而是要主动服务，配合智能化机具和系
统，让服务变得更加多渠道、协同化，达到 1+
1 大于 2 的服务效果。
“金融服务，由此一改过
去冷冰冰的面貌，变得更加令人亲近。”
多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表示，借助自助
发卡机办理开卡业务，往往仅需 3 分钟，大大
减少客户排队时间，同时缓解了柜台压力。

本土金融创新风生水起
打开海南农信手机 APP，点击“自助贷
款”，按提示操作，不出半分钟，49700 元的贷
款就进入了澄迈县瑞溪镇北洋村何永清的账
户。
“ 收购瓜菜常面临资金的临时周转需求，
用钱很急，放在以前都不知道去哪里找这笔
钱。”何永清说。
作为诚实守信的优质客户，何永清不需
要提供任何材料，不需要线下授理，在手机
APP 上简单操作几分钟，就能申请到临时所

海南工行智能设备一应俱全。
海南工行智能设备一应俱全
。

者了解到，2015 年 4 月，海南工行的第一家智
能银行在国贸核心位置亮相。为了让更多客
户享受到高效服务，
海南工行大力推广智能银
行落地到网点。
“目前全行 114 家有效网点已
全面投产智能设备，包括了全省 18 个市县及
三沙地区，实现了全行有效网点全覆盖的目
标。
”
海南工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服务效果
“1+1 大于 2”
以金融信息技术引领网点转型升级的成
效是显而易见的。
“不得不叹服如今科技的发

需的贷款。何永清使用的这种纯线上贷款品
种，正是在海口农商银行科技团队的支持下
研发的“一小通顺贷”。
作为海南农信系统规模最大的农商银
行，海口农商银行已经实现五年跨越式发展，
而五年的发展之路，每一步，都用创新拼搏而
写就。该行于 2011 年实现全国农信社中第
一家完成 IC 卡系统上线；于 2012 年全国首创
ATM 机防范出钞口粘贴技术和手机 ATM 机
扫码取款；2014 年，推出全国第一张加载金融
功能的 RCC 手机支付卡；2016 年，自主研发
线上医疗移动端“掌上健康”，实现挂号预约、

住院服务等自助服务……
在实施“科技引领”战略的基础上，海口
农商银行研判把握业界发展大局，进一步向
“移动金融”战略进军，让客户享受指尖上的
金融便利。如今，该行各项业务的电子替代
率已达 80%，
位居全省商业银行前列。
近些年来海口农商银行等一批本土金融
机构，用自主创新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
记者了解到，
成立仅两年的海南银行也将
科技创新作为全行发展重中之重。在开业之
初，该行就按照安全、快速、高效的标准，建成
了自己的信息系统，包括核心业务系统、信贷
系统、
财务系统等，
实现了系统的个性化，
满足
海南银行方便快捷、
灵活高效的业务需要。
发展过程中，海南银行不断创新金融服
务，开发特色产品，逐步树立本土银行形象。
为了方便海南百姓查询个人征信报告，
海南银
行利用营业部地处商业繁华人流密集区域、
交
通便利、网点软硬件设施齐全等优势，在网点
布放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
服务市民。

一流服务为美丽海南加分
近日，客户云小姐到中行办理一笔汇往
东京的国际汇款，银行 9 点 59 分发出汇款，10
点 13 分云小姐便收到对方款项已入账的短
信通知，从业务发起到最终入账，仅使用了 14
分钟！
“ 以前每次汇都要 1 天左右，还没有到
账通知，这次才用 14 分钟到账通知就发到手
机上了，真是太便捷了。”客户所体验的是海
南中行的 GPI 国际汇款业务，该业务实现了
跨境汇款业务优先处理、收费透明、信息完
整。目前，中行海南省分行全省 89 个网点均
落地 GPI 国际汇款业务。
“创新已经无处不在。”海南中行工作人
员感叹，如今行业竞争激烈，每一项业务的落
地都需要及时抢占先机。
其实，正是在这样的创新氛围下，金融消
费者们得到了真真的实惠。光大•云缴费将
所有的公共缴费服务类别、线上缴费渠道、银
行系统整合为一，让市民无论通过何种互联
网渠道都可通过云缴费轻松完成所有类别的
缴费业务。 而工商银行的“e-ICBC”互联网
金融品牌涵盖“工银 e 支付”、
“ 逸贷”、
“ 网贷
通”、
“工银 e 投资”、
“工银 e 缴费”等方方面面
的产品便利客户。
而创新的背后，则是银行服务理念的转
变。
“ 我觉得近几年，银行服务变化最大的是
理念的转变，服务意识的增强。”海南农行有
关人士向证券导报记者表示，
“无论是超级柜
台等智能设备的引进，还是投入巨资对网点
升级改造，都是新常态下，银行服务理念的提
升。”
沉甸甸的荣誉是对银行服务品牌最好的
嘉奖与肯定。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海南中
行、海南建行、海南交行等多家银行的支行网
点荣获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
位。而“百佳”是银行业金融服务含金量最高
的荣誉。
走访发现，
这些网点标杆不仅仅拥有一流
的硬件设施，他们的服务更是独具特色、处处
体现用心。以海南交行为例，
该行是海南辖内
曾连续三次获得中银协百佳殊荣的商业银
行。该行致力于为客户打造温馨智慧的金融
之家，
从营业大厅温馨舒适的沙发到一应俱全
的便民设施，
还有活泼可爱的机器人“娇娇”
，
无不体现着该行用心贴近广大市民的特色。
创新不止，海南多家金融机构均表示，未
来将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在吸收其他
省市的优秀经验做法的同时，更加强调海南
的特色，力图通过金融创新，进一步提升客服
体验和服务效率，贴近广大金融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