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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风暖中行红
——写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金秋的阳光泼洒

着丰收的喜庆。椰城

海口，那一株株参天

的古树，在南中国依

然温暖的阳光下，尽

情绽放着她们的骄傲

和美丽。中国银行海

南省分行，已在她们

含笑的瞻望和深情的

注视中，迎着风雨走

过 漫 长 的 一 个 世

纪。

2014年11月13

日，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将迎来百年华

诞……

循着岁月的长河溯流而上，1914
年11月13日，海南中行在海口得胜
沙路97号一座骑楼诞生。她当时被
称做中国银行“琼州分号”，是海南历
史上第一家银行。

骑楼，这一散发着浓郁南洋风韵
的古老建筑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开创
了古老岛屿的文明之路。海南现代金
融业从一座古朴斑驳的建筑发韧，以
破竹之势，在南国大地孕育迸发。一
百年来，南中国的海风，生生不息，翻
开了她一个又一个历史篇章。北部湾
的涛声，前赴后继，给了她一次又一次
超越自己的力量。

回首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百年发
展史，她在战乱频仍、政治动荡的艰难
岁月里，承担着“为社会谋福利、为国
家求富强”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坚
忍不拔，为经济、社会、民生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海南民族金融业
的一面旗帜——

1914年，中国银行“琼州分号”设
立，至1928年的14年间，她履行中央
银行职能，发行“琼字地名章”的中国
银行兑换券，让海南告别了货币流通
混乱的历史，稳定了经济社会秩序，加
强了与岛外的沟通联系，促进了海南
经济的繁荣。

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后，为
最大限度地保全国家资产和人民财产
安全，海南中行和无数的爱国企业、热
血儿女一起流离失所，辗转于广东、香
港、重庆，坚持经营，全力支持海南抗
战。侵略日军投降后，1946年“琼州
分号”迁回海南这块热土，继续为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海南解放后，她倾
心服务侨乡人民，成为海南与海外广
大侨胞沟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为国
家争取了非常珍贵的外汇资金；“文
革”期间，她是海南唯一一家正常营业
的银行。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中行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外汇外贸专业
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职能，在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建设、绿色
崛起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海南中行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创
造了多个“第一”：全国第一家率先实
现全辖储蓄存款省内通存通兑；全省
首家开办信用卡业务；全国第一家发
行金融IC卡；全省率先推出个人储蓄
支票业务、率先实现对公存款通存通
兑、率先推出个人贷款业务、率先推出
电话银行服务系统；发行海南第一张

“我爱海南”地域认同纪念卡和“长城
国际旅游岛信用卡”；第一个在省内设
立出国一站式服务中心；全省首家办
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海南中行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通过外汇保函支持建省初期刚
刚成立的海航引进两架波音737客
机，多渠道引进大额外汇资金，包括外
国政府贷款、国外银团贷款、日本黑字
还流贷款、日本资金协力贷款等，支持
了海南天然气化肥厂、海南天然气管
道、世纪大桥、美兰机场、马村电厂等
省内主要基础设施项目，有效解决了
海南建设初期资金短缺的瓶颈。

贷款支持了海南核电、海南电网、
洋浦电厂、海南天然气、凤凰机场、国
投洋浦港、海南高速铁路等主要基础
设施建设；贷款支持了海南炼化、中海

化学、金海浆纸、红塔卷烟、一汽海马、
逸盛石化、海宇锡板、金盘电气等大型
工业企业和中信化工、奇力制药、蓝岛
环保、南华糖业、德益丰水产、农垦佳
牧、华人国际文化体育公司等一大批
中小企业；还支持了海南大学、海南师
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三亚学院等多
家高等院校。

率先贷款支持了亚龙湾、海棠湾、
清水湾、三亚湾、观澜湖、博鳌等旅游
度假区的38家高端度假酒店，树立了

“海南高端酒店融资领先银行”的品
牌；贷款支持了万科、绿地、恒大、保
利、碧桂园、世茂、富力、雅居乐、中南、
国瑞、昌茂、现代、开维等一大批房地
产企业。

枝繁叶茂，誉满四方。2008年以
来，海南中行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赢
得社会各界普遍认可，先后荣获“海南
省十大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海南解
放60周年优秀企业”、“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十大经济领军企业”、“海南省现
代服务行业十大功勋企业”、“海南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十佳投融资机构”、“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与发展新兴产业十大
楷模”、“海南省政府金融创新奖”、“海
南省创新企业最佳合作银行”、“海南省
劳动关系和谐单位”、“第七届海南省优
秀企业”等17项殊荣，成为连续七年获
省政府表彰的金融机构。2012年，海
南中行参加评选的两个网点以全省第
一名和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同时被评为
全国“千佳”网点；2013年，海南中行营
业部再次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被评为
全国“百佳”网点。

海南中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罗保铭
书记指出：“近年来海南中行的发展规
模逐渐扩大，效益日益攀升，对海南的
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对推动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蒋定之
省长批示：“海南中行这几年锐意进取、
奋发有为，全力支持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在重大项目建设、中小企业
发展上提供了积极、良好的金融服务，
为国际旅游岛建设作出了自己特殊的
贡献！热烈祝贺海南中行百年华诞！”

百年来，无论是民国时期的筚路
蓝缕，还是日占时期的颠沛流离；无论
是近代金融时期的一枝独秀，还是现
代金融时期的万舸争流，海南中行始
终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创造佳绩。海
南中行百年发展史映射了琼崖近、现
代金融的沧桑荣耀，见证了海岛金融
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承
载的辉煌成就与海南百年腾飞跨越相
辅相成、交相辉映。

这些成绩的背后，闪烁着几代海
南中行人孜孜秉承“追求卓越”的发展
理念和求真务实的拼搏精神，凝聚了
无数海南中行人的心血智慧和辛勤付
出，彰显了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国有
商业银行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市
场竞争力。

百年风雨，傲立琼岛。在一代又
一代中行人的不懈努力下，海南中行
从百年前一家只有 7名员工的“分
号”，发展壮大成一家资产规模近千
亿、税后净利润超十亿的省级分行和
海南唯一的百年企业，经营网点遍及
全岛，犹如发达茂密的根系，满树繁
花，屹立天涯。

2008年初春，海南中行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宏观调
控等不利因素影响，新一届领导班子从全
局出发，提出了“发展为先、发展为重、发展
为大”的经营理念和“待人要宽、管理要严、
思路要新”的管理理念，果断出台《党委六
项决定》，坚持从严治行不动摇，一心一意
谋发展，破除畏难情绪，凝聚全行合力，推
动了业务快速发展。

2009年7月，海南中行党委敏锐把握
机遇，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出台之
际，主持起草并上报总行《关于抢抓国际
旅游岛建设战略机遇期实现海南省分行
跨越式发展的报告》，全面分析阐述了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给金融业发展带来的
重要战略机遇，指出：“海南每一寸土地都
充满生机和活力。”报告引起了总行高度
重视。

2011年12月4-6日，时任董事长肖钢
和副行长祝树民携总行多个部门负责人到
海南调研，先后拜访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
省长蒋定之。调研期间时，指示海南分行

要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特点和特殊政
策，研究海南分行的发展战略，走出分行独
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总行将按此对海南
分行实行差异化管理。

2012 年初，海南中行向总行上报了
《海南省分行抢抓国际旅游岛战略机遇、
创新发展战略规划（2012-2020）》及免税
购物、旅游酒店、游艇、高尔夫、养老、会
展、主题公园、先行试验区、洋浦开发区、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观澜湖高尔夫
度假区、三亚凤凰岛、三沙市等13个重点
行业和区域、长达近30万字的专题报告，
并根据海南发展的现状、经济结构、产业
特点以及国际旅游岛建设前景，提出了打
造“海南最佳旅游金融银行”的战略设
想。时任总行领导肖钢董事长、李礼辉行
长、李军监事长、陈四清副行长、祝树民副
行长均做出重要批示。当年，陈四清副行
长、祝树民副行长、岳毅副行长先后到海
南调研，指导海南中行抢抓国际旅游岛建
设重大战略机遇。总行在北京召开专题
会议，听取海南省分行汇报，研究落实差

异化政策。
2012年12月28日，总行正式给海南

中行下发《关于支持你行抢抓国际旅游岛
建设战略机遇的批复》，给予一系列的差异
化政策支持。这是总行多年来第一个给予
分行差异化政策支持的批复，海南中行成
为中国银行系统的“金融特区”。

海南中行在积极支持国际旅游岛建设
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发展。2012年
海南中行不仅出色完成总行下达的各项任
务目标，而且在各项外汇业务保持绝对领
先地位的同时，人民币存款、贷款主流同业
市场份额分别提升1.11个、0.77个百分点，
提升幅度排名第一。以17.36%的网点占
比，实现了人民币存款新增占比40.21%、
人民币公司存款新增占87.49%，创造了奇
迹。

2013年1月8日，时任总行副行长陈
四清再次到海南中行调研时指出：“2012
年是值得海南分行大书特书的一年，也
是海南分行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
一。”

大潮涌动，风生水起。海南省委省政
府审时度势，提出金融“五个一”工程，为海
南金融业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
标，为海南金融创新注入了活力。中信、招
商、浦发、民生、兴业、华夏等股份制银行相
继进驻，三亚农商银行、海口联合农商银行
以及众多的城市农商行、村镇银行先后开
业，海南银行获批筹建。

随着多种经济成分、不同组织形式的
金融机构进驻海南，一方面，金融组织体系
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进
一步夯实；另一方面，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理
念、服务水平、产品创新等提出了更高的挑
战。

2013年年初，海南中行党委班子在年
度工作会议上满怀信心地提出了“持续提
升市场竞争力，争做最好的银行”目标。在
这个目标的激励下，海南中行人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经营业绩在2012年快速增长的
基础上，再上新的台阶，充分展示了中国银
行百年老店的世纪风采和雄伟气魄，也昭
示了国有企业健康向上的蓬勃生机。

这一年，海南中行的资产规模、人民币

存款、人民币贷款、净利润、中间业务收入
当 年 增 幅 分 别 达 19.09% 、16.85% 、
27.24%、46.97%、45.38%；实现税后净利润
突 破 10 亿 元 大 关 ，达 到 10.75 亿 元 。
2008-2013年六年间，净利润增长了5.86
倍；不良率连续六年下降，从5.56%达到
0.44%，低于当地同业平均水平0.43个百分
点，低于中行系统考核标杆1.06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处于全国优秀水平。国际贸易结
算、跨境人民币业务、对外担保、国际结算
中间业务收入均排名同业第一。

同时再次实现存款、贷款、中间业务收
入的新增额、新增占比、市场份额提升幅度
等18项指标均排名主流同业第一。其中，
人民币各项存款新增占比36.27%、人民币
贷款新增占比31.81%、外币存款新增占比
188.36%、外币贷款新增占比42.39%、中间
业务收入新增占比46.9%；人民币公司存款
余额跃居当地主流同业第一。

在全省各市县20家分支机构中，海南
中行人民币存款在当地主流同业市场份额
提升的有18家，人民币贷款在当地主流同
业市场份额提升的有15家，体现了良好的

市场竞争力。
风自海上来，云从天边起。2014年1

月，中国银行海内外80多家机构及总行机
关共300多名会议代表齐聚首都北京，参
加总行一年一度的全球系统工作大会。
这是新一届总行党委首次年度大会，是一
次具有承前启后历史意义的盛会。

在这次中国银行精英荟萃的会议上，
海南中行在系统三项主要核心业务指标
中，荣获两项第一、一项第五的优异成绩。
为此，王一林行长代表海南中行作为中国
银行系统唯一全面介绍经验的境内分行作
大会发言，回顾了海南中行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和品牌建设的成就，深刻阐述了海南
中行“八大特色文化”的内涵。发言结束赢
得满堂掌声，那一刻，历经海南金融26年
跌宕起伏的“金融人”王一林脑海中浮现出
田国立董事长2013年9月对他说的话：“我
们不分大行、小行，实行的是‘赛马制’，谁
能跑赢同业，谁就有资格上台发言。”

作为系统内的“小行”，能登上中国银
行“大舞台”，这是海南中行百年发展史至
高无上的荣耀。其文化理念和出色的经
营业绩，完美地诠释了中国银行“担当社
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崇高使命。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当全行上下正
沉浸在喜获佳绩、喜迎百年华诞的气氛
中，5月的春风又送来了一个令海南中行
人为之振奋的喜讯。创建于1923年的美
国国际知名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受中国
银行总行委托，对系统34家一级分行及3
家直属分行，通过采集93个城市样本数据
和品牌综合指数进行横向对比，报告显
示：海南中行2013年度市场竞争力在中
行系统和本地主流同业均排名第一；品牌
美誉度优于当地主流同业水平，中行系统
排名第一。

2013 年，注定是海南中行百年发展
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海南中行以骄人
的业绩和荣誉，为她的百年华诞献上了
一份厚礼，也映衬得她的百年华诞熠熠
生辉！

独领风骚一百年 珠崖毕竟占春先

且为桂冠镶宝石

从头迈步
越新天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两个百
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时代背景下，在海南省委、省
政府“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
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壮阔豪
情下，海南中行人满怀豪情迈入新百
年，将迎来海南经济腾飞跨越的最好
时期，海南的稀缺资源、独特优势必将
在中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格
局中大放异彩——

当前，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进入
国家战略以来，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
代服务业迅猛发展。海口观澜湖大型
综合旅游项目开发已初具规模；三亚
已经形成亚洲规模最大的高端旅游酒
店集群；博鳌亚洲论坛为龙头的会展
业影响力持续扩大；文昌卫星发射基
地已落成；陵水富力海洋公园正在建
设之中；西沙游、环岛游等海洋旅游成
为新热点；免税购物掀起新热潮，到
2020年将建成全球重要的国际购物中
心；高尔夫、邮轮、游艇等新型旅游业
态国内领先。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
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国民休闲度假
意识的提升，将推动海南旅游房地产
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医疗旅游、疗
养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油气开发、
海洋产业、新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成为新兴增长点。热带现代农业具有
独特优势。南海战略、海上丝绸之路
凸显海南重要地位……2014年8月9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必将对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国际旅游岛建设经过几年的政策释
放、投资推动、要素集聚，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财政收入、社会民生和软
环境建设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突破和更大的发
展。蓄势待发的海南必将成为国内外政
商日益青睐的汇聚平台，全国人民追求
高品质生活的绝佳选择，“国际旅游度假
天堂”地位日益凸现，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前景极其广阔。

百年新征程，催人更奋进。海南中行
人将在中国银行总行新一届党委班子提出

“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战略目标
引领下，以更开放的胸怀、更创新的精神、
更务实的态度，乘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
实现绿色崛起的东风，依托中国银行国际
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独特优势，始终坚持
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一如绿
岛之上火红的木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在南中国绽放出更加美丽的中行红！

本版撰文 余樾

2014 年
9月27日 海
南中行举办
“爱心圆梦未
来 ”助 学 活
动。

黄闻新 摄

2013年1月8日，中国银行与海航签署500亿元《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黄闻新 摄
2014年9月19日 海南中行与海

南省图片社联办“百年中行杯”海南抗
击超强台风“威马逊”图片展。高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