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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银行开业两周年 全行总资产超 460 亿元

打造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的特色银行
□ 本报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吴旻伟

这是一个转型升级的时代，亦是
金融业蓬勃发展的时代。2017 年 9 月
1 日，海南银行迎来开业两周年的喜庆
日子。两年来，海南银行稳健发展，不
负众望。数据显示，海南银行资产及
存贷款规模快速增长，经营效益显著
提升，资产质量控制良好，各项指标均
符合监管要求，已成为海南银行业机
构的一颗耀眼新星。

两年拼搏 海南银行交出漂亮成绩单
“今天，我们召开海南银行发展大会，共绘海南银
行发展宏图，同时也在各位领导和来宾的见证下，动
员全体海南银行人坚守初心、筑梦前行，努力把海南
银行打造成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的特色银行。”9 月 1
日上午的海南银行发展大会上，海南银行董事长王年
生致辞答谢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也向全体海南银行
人发出了令人振奋的号召。
两年耕耘，
硕果累累。开业两年来，
海南银行秉持
“海纳百川、
至诚行远”
的核心价值观和
“更懂海南人、
更
系海南情”
的服务理念，
实现了良好发展。截至 8 月末，
全行总资产超460亿元，
一般性存款余额226亿元，
各项
贷款余额 106 亿元。今年 1-8 月，
共实现营业收入 4.74
亿元，同比增长 31.7%；拨备前利润 3.52 亿元，净利润
2.19 亿元，
同比增长 99%。开业以来，
累计投放信贷 186
亿元，
累计缴纳各项税费1.6亿元，
研发推出公司、
小微、
零售类产品 80 多款，
已建成开业分支行 6 家，
2017 年还
将开业9家，
2018年实现省内市县网点全覆盖。
发展大会上，同时举行了合作与授信签约仪式。
省国资委主任倪健与海南银行董事长王年生分别代
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融洽、紧密、全
面的合作伙伴关系。
会上，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王胜、与海南银行行
长朱德镭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省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冷明权与海南银行行长朱德镭分别代表双方
签署合作协议。海南银行还与海南省浙江商会、福建
商会、山西商会、江西商会、山东商会签署合作协议，
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恒大健康产业集团等 10 家企
业签署授信协议，共为各家商会和企业授信 158 亿
元。通过深化政、银、会、企合作，共同为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作出新贡献。

深耕细作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久久为功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两年
来，海南银行主动适应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围绕十二个产业、六类园区、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特
色产业小镇、美丽乡村发展，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 8 月末，全行累计投放各

类信贷资金近 186 亿元。
海南银行主动适应客户需求新变化，同步推进传
统业务和创新产品，同步建设实体银行与网络渠道，
分支行不断增加，研发推出公司、小微、零售类产品 80
多款，服务公司客户超过 2400 家，服务互联网客户突
破 180 万户。
针对小微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特征，海南
银行推出创业贷、税务贷、流水贷、POS（电商）贷、微
企贷等 10 多种“海微贷”系列金融产品；针对小微企业
不同特点，海南银行开发了“政银保”
“ 政保贷”
“ 政府
采购贷”
“青雁贷”等 32 个特色产品。
民生改善、人民幸福是建设美好新海南的根本目
的，
也是衡量美好新海南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尺。在金融
精准扶贫上，
行领导带领工作小组先后十几次到定点扶
贫点，
投入精准扶贫贷款300多万元，
动员客户捐款50万
元，组织全行员工奉献爱心。同时针对贫困户不仅扶
资、
扶智促发展，
更注重发挥辐射作用，
带动众多企业参
与到扶贫中，
开辟
“银企合作”
助力脱贫的新模式。

坚持创新 在打造特色服务上展现新作为
自成立以来，
“创新”的印记就深深烙刻在了海南
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上。
围绕市民生活和各地游客需求，海南银行通过与
10 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合作，
为全国游客提供
“吃、
住、
行、游、购、娱”全方位旅游服务。2015 年 12 月，海南银
行与省旅游委联合发行“旅游乐享卡”，该卡不仅集中
了各种金融服务功能，
同时又是海口公交卡，
到指定的
商户消费可以打折，
到合作景区还有门票优惠。
海南银行还研发推出了海智通、旅游乐享卡、

志愿者联名卡、西沙旅游纪念卡等 25 个特色产品，
已成功发行理财产品多期。与此同时，该行加快推
进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移动端产品，改善客户体
验。
海南银行还主动适应行业发展新趋势，获得了保
险兼业代理、政府债券承销、住房公积金贷款、上海清
算所结算会员、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基础成员、网
上同业拆借、理财产品发行等一批重要资格资质，综
合金融服务工具不断丰富。

党建引领 坚守初心筑梦前行
“党建强，银行发展才能全面过硬。”两年来，海南
银行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将自身经营管理
与作风建设紧密结合，
强党建与促发展同频共振。
未来的发展中，海南银行将以党建工作要求写入
公司章程为新起点，全面发挥党的领导和现代公司治
理的双重优势，压实“两个责任”。以“两学一做”常态
化制度化为促进，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以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从严治党、从严治行，
营造风清气正发展氛围；以打造海南银行党建工作品
牌为目标，推进实施海南银行党建十五条特色举措，
形成机制、抓出实效。
两年来，海南银行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站稳脚跟
赢赞誉。
展望未来，从零开始，从新出发。海南银行将秉
持“海南百川、至诚行远”的核心价值观，践行“更懂海
南人、更系海南情”的服务理念，以扎实的努力，为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海口农商银行“金融知识宣传”
进校园
为学子送去“金融大餐”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李明镜）针对近期违法
违规
“校园贷”
“
、培训贷”
和
“电信诈骗”
等频发问题，
为提
高大学生的金融风险意识，
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2017 年
9 月 1 日，
海口农商银行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2017 年
“金融知识普及月”
暨
“金融知识进万家”
宣传服务月启动
仪式，该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和海南银监
局统一部署，
以
“正确使用金融服务、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和
“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金融素养，
防范金融风险，
共建和
谐金融”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理念，
帮助在校大学生更好地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活动围绕“校园贷”、
“ 培训贷”、
“ 防范电信诈骗”等
内容，结合当前发生的真实案例，以举办宣讲座谈会的
形式，深入剖析当前“电信诈骗”和“校园贷”产生的原

因，海口农商银行宣讲人员以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讲
解，为在校大学生送去“金融大餐”，有针对性的提高大
学生的金融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其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当天上午，海口农商银行 57 家支行的宣传活动也正
式启动，工作人员深入社区、走向街头，发放宣传单，讲
解金融知识。
海口农商银行行长耿智祥表示，此次启动仪式只是
本月宣传活动的一个起点，在为期一个月的“金融知识
普及月”暨“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里，该行将积
极响应监管部门的号召，大力推进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的
常规化和规范化，逐步建立普及金融知识的长效机制。
在这一个月，利于该行网点多、覆盖广的优势，对内深入

网点，对外走进校园、社区等地，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开
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为消费者讲解金融知识及政策规
定，剖析、揭示相关金融风险，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和
覆盖面，确保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接地气、出效果。
记者日前获悉，继海口农商银行在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2017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暨金融知识进万家”宣
传服务月启动仪式后，9 月 4 日，该行受海南医学院邀
请，在该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公益宣讲活动。活动
以宣讲培训班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围绕与大学生紧密
相关的“校园贷”、
“培训贷”、
“电信诈骗”等内容着手，通
过案例展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向海医新生
讲解金融基础知识，活动将分 3 天 6 期进行，做到海医
3000 新生培训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