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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三载，智者恒进；岁月如歌，征
途如虹。

弹指一瞬间，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已
陪伴海南人民三载春夏秋冬，迎来了成
立三周年的喜庆日子。

三年风雨历程，三年高歌奋进。从
2014年3月31日兴业银行正式布局海
南，落子海口后，在三年的寸寸光阴里，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
环境和激烈残酷的同业竞争，准确研判
市场形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企地
共建为载体，积极融入海南国际旅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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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写出了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同成长共分
享的“兴业华章”。

融资融智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创业之路总是充满艰辛。近几年，
国际形势风云莫测、瞬息万变，国内经济
在敛声屏气中走得小心翼翼。面对诸多
外部困难，兴业银行海口分行领导班子
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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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运用兴业银行金
融产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设立仅三年
的“新分行”，在地方经济建设中不断发
挥着“大作用”。

立足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想政府所想，急企业所急，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切实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将资金活水源源不断地投向海南
需求最迫切的地方。授信40亿元与国
开行合作发起设立海口市城乡发展基
金并累计发放数十亿元棚改信贷资金，
支持海口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积极争取
资金额度，大力支持“双创”重点民生基
础设施建设，用实际行动为海口“双创”
添砖加瓦；主动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销，
累计承销海南省政府地方债29.77亿元，
承销规模居全省股份制商业银行首位，
为地方政府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做出了
积极贡献；与海航集团签订规模300亿
元战略合作协议，在业务资源、审批授
权、营销支撑等多方面给予海航集团全

面支持，助力海南重点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在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的大考中，交出了飘红的发展成
绩单。

敢为人先 在变革中迸发活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永续不竭的动力。
只有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造，才能获得
助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兴业银
行海口分行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
理念，将创新基因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
血液中，不断发展新产品，提供新服务。

结合海航集团综合化、集团化和国
际化的发展需求，该行坚持资智共融，不
断推出创新性金融服务方案，先后完成
BSP票款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购
夹层基金、内保外贷、定向增发配资等创
新性业务；2016年5月，该行落地省内银
行业首笔11亿元类永续债业务，通过运
用创新型资本性融资产品满足大型重点
客户的资金需求；2016年11月，该行成
功承销某公司6亿元短期融资券，是该
行首单承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同时
也是海南市场除海航集团及下属企业以
外，单笔发行规模最大的债务融资工具；
2017年2月，该行落地京东白条15亿元
信托支持证券ABN项目，是全国银行间

市场首单互联网消费金融证券化产品，
对全行业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如今，创新已成为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加快发展的“血液”和动力，成为该行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
新，该行业务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发展的
步伐进一步加快，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
能力显著提高。

服务小微 发挥特色打造品牌

兴业银行作为一家新型国有股份制
商业银行，在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
企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
特的竞争优势。在为重点客户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的同时，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抓

“大”不放“小”，用实践证明了“服务小微
企业同样大有可为”。

该行成立以后通过对海南市场深入
调研，敏锐地认识到，随着海南经济的加
快发展，金融支持小微企业，不仅是银行
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要求，更是银行实
现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兴
业银行海口分行从地方特色行业、供应
链核心企业等入手，制定小微企业集群
沙盘，陆续建立“金盛达建材城”“种植协
会”“医药协会”“椰果产业协会”及“海航
下属小微企业”等集群平台，批量服务

小微企业客户。该行还对小微企业开设
了“绿色通道”，设立了专门的部门、团队
及客户经理进行专业化管理、标准化作
业，充分利用全行网点资源和服务网络，
实现小微企业业务“简洁、高效”作业。
该行在省内金融机构中创新推出“小微
企业房产全额抵押贷款”和“小微企业
连连贷”，以及针对初创型企业特点设计
的小微企业“创业贷”和针对海南省诚信
纳税的小微企业专门推出“银税贷”等多
款小微企业特色产品。

成立三年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的
小微企业贷款，不仅达到了监管部门“两
个不低于”的管理要求，也实实在在地支
持了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金
融市场上打造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特
色品牌。

服务大众 用心构筑金融网络

2014年3月31日，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成立，分行营业部正式对外营业，拉开
了兴业银行立足海南、金融支持海南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幕。

开业仅两年多时间，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金融服务网络逐渐形成：2015年12
月 28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03号财富广场一楼的兴业银行海口滨

海支行正式对外营业，这是该行设立的
第一家综合性支行。

进入2016年，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网
点布局的步伐进一步加速：1月18日，该
行第二家综合性支行——海口海甸支行
顺利开业；3月29日，第一家二级分行
——兴业银行三亚分行顺利开业；5月1
日，兴业银行海口海甸岛二东路社区支行、
海口万恒路社区支行、海口海港路社区支
行同日开业，标志着该行社区银行服务体
系迈出了重要的步伐；11月28日，兴业银
行海口龙昆南支行举行了揭牌暨开业仪
式，这是该行继海口分行营业部、滨海支
行、三亚分行、海甸支行以及三家社区支行
之后在海南开设的第8家网点。

在稳步推进物理网点建设、逐步完
善网点布局的同时，该行还积极延伸电
子服务渠道，形成物理网点+网络银行+
其他自助服务渠道的综合金融服务网
络，打造家门口的银行，为广大客户提供
更贴心、更便捷、更具特色的24小时金
融服务。

凭借兴业银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
牌照金融控股公司的独特优势，该行在
积极扩展自身分支机构的同时，还吸引
了兴业银行集团旗下的其他子公司和业
务板块，如兴业信托、华福证券等，到海
南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通过多层次
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全力支持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

寓义于利 勇于践行责任担当

开业以来，该行认真贯彻落实总行
“寓义于利”的社会责任践行方式，不仅
在业务上争做行业领头羊，在履行社会
责任上也充分发挥先进金融企业的先锋
作用，积极承担企业公民社会责任。

三年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主动将
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经营战略和运营管理
之中，寓义于利，在教育、卫生、志愿服
务、扶贫帮困等领域始终活跃着自己大
爱无疆的身影——开业之初，简约办开
业仪式，从开业经费中节约出40万元捐
赠给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谭田小学，
以改善该校教学环境；2014年，受超强

台风“威马逊”影响，海口遭受重创，刚成
立不满半年的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当即成
立志愿小组，投入到抗风救灾中，并捐赠
100万元善款支持灾后重建；该行还积
极践行“赤道银行”原则，引导社会资金
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领域
流动，支持海南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点亮绿色金融的“金字招牌”；
主动参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组织
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
海南“绿色崛起”；持续开展了“3·15金
融消费者日”“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
知识进万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月”等金融知识宣讲活动，深入到社区、
市场、学校、酒店，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
知识，提高消费者金融素质和风险防范
意识。

在海南省掀起的新一轮脱贫攻坚战
中，该行还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
镇百花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安排专门
干部驻村定点帮扶；组织党员干部赴贫
困户家中调研了解生产生活需求，研究
制定脱贫方案；累计捐款捐物20多万
元，助力贫困户早日脱贫。

回望来时路，一路征程一路歌。三
年前，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踏着春天的脚
步应运而生，三年深厚的积淀，兴业银
行海口分行如同一棵拔节而长的树木，
朝气蓬勃，绿叶婆娑，一步步从白手起
家成长为海南金融界名副其实的生力
军，在海南树立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品牌
形象。

“酣战未言歇马，扬鞭再踏征程”。站
在新的起点，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将继续秉
承“做出特色、树立品牌、支持发展、回馈
社会”的经营理念，以“大气为人，大智谋
事，大爱行天下”的兴业品格为指引，瞄准
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目
标，保持“速度快、质量好、结构优、后劲
足”的良好发展态势，全力为客户提供更
全面、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努力为
海南经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一岁，任希望开道，由信念掌灯，
兴业人愿同全体海南人民，共赴一场风
雨兼程，共赏一轮红日朝阳。

(本版策划/李少荣)

风劲帆满海天阔 砥砺三载绘宏图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开业三周年纪实

2016年7月2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全体党员前往定点扶贫村琼中百花村开展帮扶活动。

广告

热烈庆祝兴业银行热烈庆祝兴业银行
海口分行开业三周年暨海口分行开业三周年暨
三亚分行开业一周年三亚分行开业一周年!!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诚聘英才

产品名称 认购时间 期限 年化收益率

兴业银行“天天
万利宝第13期”
海口三周年行庆
专属款

3月28日-3月31日
5万-30万：4.7%
30万以上：4.8%

3个月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三周年行庆专属理财产品

一、招聘职位及招聘条件：

◆企金业务团队负责人

招聘标准：43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中级专业
职称，现任其他经济金融机构同职级职务（或现任其他经济金融机构下一职级职
务3年以上）；熟悉企业金融业务管理，熟悉海南企业金融市场，有较强的管理能
力、市场营销能力、协调能力和丰富的客户资源。

工作地点：海口、三亚

◆零售业务团队负责人
招聘标准：43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中级专业

职称，现任其他经济金融机构同职级职务（或现任其他经济金融机构下一职级职
务3年以上）；熟悉海南零售业务市场，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协调能
力和丰富的客户资源。

工作地点：海口、三亚

◆企金客户经理
招聘标准：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银行

本外币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熟悉企业财务和银行会计；有较强的市场开发维护
能力、公关能力和客户评价能力。拥有丰富客户资源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工作地点：海口、三亚

◆零售客户经理
招聘标准：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2年以上经济金融工作经验，具备

一定的金融业务知识，从事过个人贷款业务，具有较好的风险把控能力；熟悉海南
市场，心里承受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强，对营销工作有热情和信心。拥有丰富客
户资源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工作地点：海口、三亚

◆理财经理
招聘标准：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3年以上经济金

融工作经验；掌握较丰富的零售业务相关知识，具有证券、投资、外汇、基金、保险
等资质证书者优先考虑；取得国内认证的AFP或CFP资格；具有良好的沟通、协
调、组织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好的分析、策划、文字处理能力。

工作地点：海口、三亚
◆综合柜员
招聘标准：28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2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

熟悉银行柜面业务操作，业务技能熟练，形象好，沟通能力强，具有亲和力。
工作地点：海口、三亚
◆会计暨合规主管
招聘标准：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3年以上金融工

作经验，1年以上银行会计结算主管岗位经历，熟悉国家会计结算制度及银行会
计管理规定。

工作地点：三亚
◆大堂经理
招聘标准：28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2年以上银行工

作经验，热爱金融行业，形象好，有亲和力。
工作地点：三亚
◆综合文秘
招聘标准：28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2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

热爱金融行业，形象好，有亲和力。
工作地点：三亚

二、应聘须知：

（一）有意应聘者请登录兴业银行网站（http://www.cib.com.cn）访问“招聘英
才”栏目点击“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诚聘英才”下载并填写《应聘报名表》。应聘者需
提供以下应聘材料一份：

1.《应聘报名表》
2.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专业资格证、学术及业绩成果等复印件；
3.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及四寸全身生活照各一张。
（二）应聘材料投递方式：
邮寄：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7号兴业银行大厦5楼（邮编:470125）
联系人：杜先生(海口） 联系电话：0898-68563701

电邮：411907@cib.com.cn
联系人：刘小姐(三亚） 联系电话：0898-88550065

电邮：416113@cib.com.cn
（三）经审查符合条件者，将另行通知面试时间，一经录用，待遇从优。未被录

用人员的材料代为保密，恕不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