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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海口分行正式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冯娴） 8
月 3 日，中国民生银行海口分行正式成立，
并举行分行成立发布会。省委常委、
常务副
省长毛超峰出席发布会，
并与中国民生银行
行长郑万春共同为民生银行海口分行揭
牌。省政府金融办、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
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等相关单
位、
企业负责人参加发布会。
据了解，
中国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为该行
在海南地区设立的省一级分行。该行以高标
准规划设计和装修，
将智能机器人、
全息影像
等高科技应用引入，
同时在全国、
全系统范围
内广纳人才，
确保海口分行软、
硬件都能达到
精品特色分行的要求。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中国民生银行就
开始进驻海南，在三亚设立分行，并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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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设社区支行网点。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民生银行在海南区域资产规模已突破
221.43 亿元,各类公司授信累计发放超过 79
亿元，
较好地支持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目
前，
民生银行在海南共设有 2 家分行，
3 家综
合性支行网点，18 家社区支行网点，共服务
社区客户 3.3 万人。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行长鞠伟宇表
示，该行将紧跟经济特区发展步伐，重点
加大对“国际旅游岛”建设、城镇化建设、
现代服务业建设、生态移民建设和“三优
一特”企业的信贷帮扶力度；以信息化科
技 为 依 托 ，大 力 推 进 银 行 电 子 和 信 息 技
术 建 设 ，充 分 利 用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为 客 户
提供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便捷化的
金融服务。

民生银行供图

延伸阅读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精耕特色服务 打造“懂你的银行”
作为民生银行战略发展的重要布
局，民生银行 2013 年进驻海南三亚。秉
承“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使命，该行积
极融入地方经济建设，主动与海南经济
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了规模、特色、质量
和效益协调发展，已成为支持海南经济
发展的重要推手和服务市民财富生活的
生力军。
2017 年，民生银行将触角延伸至海
口，在此设立第 42 家一级分行，再次表
明民生银行植根海南，聚焦海口经济发
展战略，积极参与海南经济特区建设，建
设美好新海南的信心与决心。

精心耕耘
做服务实体经济的生力军
入驻海南以来，民生银行敏锐把握
市场形势，紧紧围绕服务海南实体经济
转型发展这个大局，灵活运用民生金融
产品服务实体经济。2016 年至 2017 年，
积极加强与政府等部门的沟通对接，优
先介入重点项目。2016 年，获得省政府
债券承销团成员资格，并中标 12.5 亿元
海南省政府一般债券承销规模；中标省
财政厅国库定期存款 5.3 亿元，获得了三
亚市国库集中收付代理资格；取得海南
省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资格，并开立三
亚市公积金贷款专户，为支持实体经济
打下基础。2017 年，成功投放首笔 PPP
项目贷款；参与 2017 年海南省国库现金
管理业务投标，累计成功中标 10.9 亿元
国库现金存款……一系列合作项目的落
地，彰显了民生银行融资融智，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的实力与担当。

民生银行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的发
展理念，将创新基因融入地方发展，发展
新产品，提供新服务。以支持旅游业发
展为例，该行将整个旅游产业链进行串
联开发，通过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商票保贴多种业务组合，率先为海南
康泰国际旅行社提供综合授信 2000 万
元，是海南省首家为旅行社提供融资的
银行，为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拓展了
新的业务模式。
作为中国银行业小微金融服务的开
拓者，民生银行在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和
中小微企业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
势。该行深入本地企业调研，认真分析
企业的运营模式，逐户制定最适宜的融
资方案。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已为本地
72 家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为将金融服务渗透到广大社区，打
造现代金融生活圈，该行积极搭建以社
区网点为核心的“小区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推出契合社区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及服务模式。

扬帆海口
特色服务打造
“懂你的银行”
记者了解到，海口分行开业后，将坚
持依照总行“三优一特”客户定位（即优
质国企、优质民企、优质上市公司和特色
中小企业客户），结合实际，制定差异化
服务策略：针对优质国企客户，充分发挥
体制机制优势，以专业和效率赢取客户，
致力成为“优质国企的高效平台”；针对
优质民企客户，持续巩固与民企同根同
源天然优势，以专业和认同赢取客户，致

力成为“优质民企的首选银行”；针对优
质上市公司客户，重点提供创新灵活的
金融解决方案，以专业和创新赢取客户，
致力成为“优质上市公司的合作伙伴”；
针对特色中小企业客户，打造特色细分
市场领先优势，以专业和特色赢取客户，
致力成为“中小企业的特色银行”。
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客户体
验为核心开展渠道服务，深入打造“懂你
的银行”。
该行将最先进的智能厅堂引入海
南，设计了以自助、移动、远程、定制、多
渠道协同和服务营销一体为主要特征的
新型运营服务模式。利用科技化、智能
化自助设备代替人工作业，最大幅度缩
短客户等候时间，为本地金融生活方式
带来根本改变，全面打造“懂你的厅堂”。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致力做最懂海南
企业的小微金融服务机构。针对小微企
业开户难问题，该行推出了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云账户”，大大缩短小微企业
对公户的办理时间。同时，云账户开户
将对公账户及法人个人账户的开立进行
整合，并一次性同步签约丰富的银行产
品，可满足云账户客户结算及增值需求。
民生银行总行 2014 年 2 月在国内率
先推出直销银行，开启了互联网金融时
代下全新银行的运行模式——打破时
间、地域、网点等限制，构建了集“存、投、
汇、贷、支付缴费”于一体的金融服务体
系，客户通过网站、手机等渠道便可获得
更便捷、更优惠的金融服务。未来，民生
银行海口分行将把最精致的直销银行服
务带给广大市民。
（本报记者 汪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