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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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华夏银行海口分行
海南银行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海口联合农商银行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海南省分公司

总资产超 500 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近 50 亿元，
缴纳税费 4.7 亿元

海南银行：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总资产超 500 亿元！
这是海南银行在成立 4 周年之际交
出的成绩。
作为海南省唯一的省级法人商业银
行，4 年来海南银行以服务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为根本出发点，围绕海南“三区一
中心”建设，提出了“根植海南、辐射全
国、接轨国际，建成一流的特色精品银
行”的战略愿景；提炼形成了“七大发展
理念”
“五个一”工程，为全行深化现代金
融服务企业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行动
指南和具体路径。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末，海南银行总
资产超 500 亿元，今年 1-8 月，实现营业
净收入 6.24 亿元。开业以来累计缴纳各
项税费 4.7 亿元。

不忘初心 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根本

行额度 122.9 亿元。
聚焦普惠金融，努力构建普惠金融
服务体系。海南银行为普惠金融匹配专
项资源，打造专属产品，开发“槟榔贷”
“政府采购贷”
“创业担保贷”等 30 款特色
小微产品。开业以来，该行累计发放中
小微企业贷款近 50 亿元，服务客户 1100
余户，达到“三个不低于”
“两增两控”
“第
二档定向降准”，多次得到监管部门认
可，获得海南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特色产品”奖、2017 年度海南银
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
单位”和 2018（第二届）海南名特优采购
大会“最受欢迎金融企业”等荣誉称号。
在人行 2019 年上半年海南省小微企业信
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中获得“优秀”评
价。

凝聚合力 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作为海南人民自己的银行，海南银
行始终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
运，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发挥地方法人
银行机制灵活、决策链短的优势，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十个
重点领域、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全力服
务自由贸易区、自贸港建设。
今年以来，该行不断调整优化业务
布局，成立消费金融部和网络金融部，
着眼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围绕健康
旅 游 、文 化 旅 游 等 消 费 新 业 态 、新 热
点，加快推进线上线下消费金融渠道建
设；成立国际业务部，启动国际金融业
务，4 月 19 日开立首个外汇结算账户和
首笔国际信用证业务；成立投行与资产
管理部，积极服务地方政府发债，为省
本 级 和 海 口 、儋 州 、文 昌 、琼 海 等 市 县
承 做 11 支 各 类 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发

海南银行实现全省县域网点全覆
盖，
2018 年底海南银行营业网点达 25 个，
覆盖全省 19 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持续推进服务触角向基层延伸，服
务重心向基层转移，16 家分支机构入驻
当地政务中心，协助办理企业注册，在营
业网点开设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代办
工商注册服务。
同时，海南银行以科技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进科技兴行。
“我
们自主研发科技系统，打造大数据基础
平台等四大平台，实现信息安全零事件，
为业务发展、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发挥
重要作用。”海南银行相关负责人说，该
行还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T 服务管
理体系、CMMI3 级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
三项认证，科技服务和信息安全风险防

范能力正在向成熟银行看齐。
此外，海南银行还强化人才保障，实
施“三三三”工程，引进和培养高端金融
人才，每年组织 2-3 批 100 多名中高层管
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赴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大学进行专题学习，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的人才队伍。

产品。
对大额授信项目或省市重点项目实
行双线或平行作业模式，推进普惠业务
管营分离，将总行普惠金融直营团队下
沉至海口城区支行，对“小微”和个人授
信实行集中批量审批；实行限时审批放
款（个人贷款 10 日内审批、3 日内放款，
小微贷款 7 日内放款）等，
改善客户体验。
一边是持续提升业务创新度，一边
是强化合规经营筑牢风控屏障。四年
来，海南银行认真执行监管要求，严守合
规经营，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
营原则，始终将风险管控放在各项工作
的突出位置，坚持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
事件和案件的底线。
“海南银行有今天的成绩，是大家和
海南银行风雨兼程之后的彩虹。”该行相
关负责人说。未来，海南银行将按照“基
础-规模-品牌-创新”四个维度，坚守战
略定位，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努力探
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差异化、特色化、
精细化经营之路。

创新驱动 强化精细化过程管理
金融创新方面，海南银行围绕消费
金融、国际金融、授信审批、绩效激励等
方面修订出台 75 项制度。持续加强产品
创新，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围绕商票保
贴、商票贷、保理、保函、现金管理、智能
结算、保兑仓等领域创新交易银行类产
品，截至 8 月末，该行票据业务客户 57
户，
授信金额 54.64 亿元。
净值型理财产品方面，海南银行在
全省率先推出符合“资管新规”的首款开
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研发福费廷、进出
口信用证、进出口押汇等 22 款国际业务

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海南银行发布三项金融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的决策部署。9 月 1
日，在成立 4 周年之际，海南银行
发布了服务自由贸易港起步区
建设综合金融支持方案、服务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业务
规划实施方案（2019-2025 年）和
金融支持中部山区发展实施方
案等多项金融方案。
本版责编 文达

◆6 项服务助力自贸港起步区建设

海南银行将从“定位、对象、产品、服
务、人才、风控、考核”七大维度构建四大
园区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针对四大园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等方
面的金融需求，海南银行将围绕“信贷融
资服务”
“投行与同业服务”
“跨境金融服
务”
“结算与现金管理服务”
“机构金融服
务”和“个人金融服务”六大领域，打造特
色化园区金融产品。同时构建“一站到
位、专门热线、限时办结、线上服务”立体
式金融服务体系。

◆3 大产品服务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南银行将围绕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的主流金融服务商的战略目标，从组织
体系、市场平台建设、流程整合、产品创新、
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实施消费金融业务转
型，至 2025 年形成海南银行旅游消费金融
体系，覆盖海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所
有旅游消费业态。
具体举措包括：
一是建设线上旅游商城
平台、线下旅游服务平台、旅游乐享卡功能
平台。二是打造“金椰”公司系列产品、
“青
椰”
普惠系列产品、
“甜椰”
零售系列产品。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13 亿元专项信贷支持中部山区发展

海南银行将践行“更懂海南人、更系海
南情”
的服务理念，
给山区市县政府、
企业和
居民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及脱
贫攻坚，
安排专项信贷资源13亿元用于支持
山区企业发展、
项目建设、
居民消费。
同时，积极创新山区专属信贷产品，包
括用于支持绿色项目建设的绿色债，用于
支持乡村振兴、特色小镇、共享农庄建设专
项贷款，用于支持生态园区企业发展的专
项贷款，用于支持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
薪金贷及农户自建房贷款。此外，对中部
山区企业、项目、个人将实施利率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