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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开披露股份制企业和金融业信息及文件之有效刊物

支持单位
协办
单位

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保监会海南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
海南银行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海南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海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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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银行业存款余额突破万亿
贷款余额突破 8000 亿
金融兴，则经济兴。在海南全省经
济建设一片大好形势下，稳健发展的海
南银行业也不断迈上新台阶，资产、负债
及存贷款规模持续扩大，金融服务便利
性和可获得性进一步提高。当前的海
南，金融机构聚集、金融业态丰富、金融
市场活跃，对经济的支撑力和贡献度正
不断加大。
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 6 月末，海南
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跨越万亿元
大关，贷款余额突破 8000 亿元。

存款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
近年来，海南银行业呈现跨越式增
长，尤其是存款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到 2017 年 6 月末，
海南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跨越万
亿元大关。
各类机构的百花齐放，给海南银行
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海
南加大“引金入琼”力度，吸引各类金融
机构加快集聚，一步步将金融发展的潜
力和期待变成现实。
2016 年 12 月末，海南银行业共有 11
大类 68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2016 年，新
设立村镇银行 4 家，实现村镇银行全省各
市县全覆盖。2016 年 12 月末，海南银行
业 从 业 人 员 数 量 2.38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2.7%；机构网点总数 1521 个，同比增长
2.6%。
这样的背景下，大型银行资产稳健
增长，存款突破 5000 亿元；股份制商业银
行先后进驻海南为海南银行业注入新鲜
血液，银行业服务意识和水平显著提高，
存款突破 1500 亿元；海南省农信社下辖
已有五家机构改制农商银行，改制后的
农商银行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存款突
破 1500 亿元；海南银行经过近两年的发
展，存款也接近 20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来，海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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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各项存款突破千亿关口用时越来越
短。海南银行业的存款 2008 年首次突破
2000 亿元，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获批的
重大利好推动了海南银行业存款于 2010
年 突 破 4000 亿 元 ，之 后 的 4 年 间 又 增
2000 亿 ，于 2014 年 突 破 6000 亿 元 。
2015 年后，海南银行业存款再次进入快
速增长阶段，2015 年新增 1000 亿元、2016
年 新 增 1500 亿 元 ，存 款 余 额 连 续 突 破
7000 亿、8000 亿、9000 亿三个整数关口。
2017 年继续保存快速增长势头，上半年
已新增了近 1000 亿元。

贷款余额突破 8000 亿元
2009 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展
开，海南迎来新一轮投资建设高峰。路
桥、轨道交通、港口码头等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提速。与此同时，海
南优惠的政策吸引了一批符合产业政策
调整的企业进驻海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创造出巨大的金融需求。
近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重点项
目建设、
“三农”
“小微”等领域，有效的引
导使得海南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快速增
长。2009 年，全省银行业各项贷款 1435
亿元，到 2015 年 3 月底，各类贷款高达
5872 亿元，5 年间增长了 3 倍。
到 2015 年年末，海南省金融机构本
外币贷款余额为 6650.7 亿元，比年初增
加 1259.1 亿元；同比增长 23.4%，高于全
国水平 10 个百分点。在信贷政策指引
下，银行机构加大对省内重点项目建设、
传统薄弱和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基础
设施行业贷款增长位居各行业之首，比
年初增加 356.3 亿元，同比多增 277.6 亿
元。涉农贷款增量同比多增 17.2 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23.6 个
百分点。
2016 年末，海南银行业金融机构各
项贷款余额 7688 亿元，比年初增加 1037
亿元。这一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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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贷款余额占比较大。到今年 6 月
末，全省银行业贷款余额突破 8000 亿元
海南银行业贷款高速增长，反映了
银行业对实体经济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全力推动海南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反哺金融
资产超过 1.42 万亿元
经济发展最终反哺了金融业的发
展，2009 年全省银行业资产 3044 亿元，到
2015 年 3 月末，全省银行业资产突破万
亿，资产总额达到 10159 亿元，这意味着
金融系统支持海南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大
提升。
数据显示，从 2009 年全省银行业资
产 3044 亿元，到 2010 年 7 月达到 5022 亿
元，2011 年 6 月突破 6000 亿元，三年左右
资产总额翻番；2013 年 5 月资产增加到
8178 亿元，到 2015 年 3 月突破万亿，用了
不到两年时间。
到了 2016 年 12 月末，海南银行业金

融机构资产总额 14242 亿元，比年初增加
2667 亿元，同比增长 23.0%。负债总额
13908 亿元，比年初增加 2623 亿元，同比
增长 23.2%。资产、负债的同比增速均高
于全国 7.2 个百分点。
同时，全省银行业盈利状况良好。
2016 年 12 月末，海南银行业金融机构实
现本年税后利润 149.2 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 30.9 亿元，同比增长 26.1%。大部分
机构实现盈利。
当前的海南银行业正继续深入推进
改革开放，包括深入推进法人机构公司
治理改革；加快推进绩效考评改革；着力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持续深化普惠金融
机制改革等。
与此同时，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战
略的加快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都推动海南金融业进入最好的发展
时期。而随着海南银行在全省范围内分
支机构的布局、海南省农信社改制的稳
步推进，都将进一步筑牢海南金融业发
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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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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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商业车险费改正式上线

海南软件行业协会举办公有云服务应用研讨会

海南有 3 保险公司执行新费率和新条款

华为给海南互联网企业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