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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南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我们同时也是教学医院，科研方面有
着自己的国际化需求。国家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正和我们的国际化
需求相吻合。”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副院长郝新宝介绍，该院承担了
国家科技部的相关项目，从2012年
起，依托海南省人类生殖与遗传重点
实验室，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承办了4
届科技部“东盟地区重大热带疾病的
防治与诊疗技术国际培训班”。今年
的培训班也将于10月-11月期间举
办。

项目负责人——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海南省人类生殖与遗传
重点实验室的黄元华教授和马燕琳
教授介绍，目前，已有83名来自印度
尼西亚、埃及、马来西亚、菲律宾、缅
甸、伊朗、巴基斯坦、苏丹、蒙古、南
非、越南、罗马尼亚等国家的教授、专
家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学习，
主要针对区域性重大疾病的诊疗及
生殖健康相关技术展开学习，扩大了
学科对外的影响。期间，他们不仅学
习了相关技术，交流了经验，也对该
院使用的各类仪器设备和药品产生
了浓厚兴趣，希望实现技术、产品和
服务的整体复制。同时，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也组织他们前往国内
企业进行参观交流，包括海南省干细
胞库、深圳华大基因等，让他们对中
国的硬件环境、企业的研发生产能力
和实验室的设计和装修都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同时，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还应邀派出马燕琳教授、黄元
华教授等专家到缅甸、巴基斯坦等国
家提供技术指导或者进行全国巡讲。

“有一些国家的生殖技术不是很
成熟，很多当地民众只能出国接受相
关的治疗。”郝新宝表示，在近几年的
合作与交流中，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为一些国家的生殖医学提供了

技术支持。
马燕琳介绍，一直以来，缅甸希

望建立起公立的生殖医学中心、胎儿
医学中心和干细胞生物样本库。通
过培训班学员的桥梁作用，该院与缅
甸卫生部达成意向，应邀帮助缅甸卫
生部筹建首家公立的生殖健康医学
实验室，并接收缅甸公立医院的相关
专业人员来该院进行短期技术培
训。该院还先后应邀派出医院的骨
干技术力量到缅甸进行学术交流，并
现场对他们实验室建设现场进行了
指导。目前，缅甸的公立生殖医学中
心已经顺利启动。由于缅甸也存在

地贫发病率较高的情况，双方还拟在
地中海贫血的生殖预防和治疗上进
一步开展合作。此外，随着该合作的
顺利进行，海南医学院及仰光第一医
科大学准备将原有合作进一步深化
和展开，拟进一步成立“中缅热带地
区重大疾病研究联合实验室”。

这样的交流与合作也为海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搭建了一个合作
开放的研究平台，培养了一批学术骨
干。“下一步，我们将把目前主要交流
的生殖健康领域逐步扩展到其他医
学领域。”郝新宝表示。

(本版策划/小可 阿润 撰文/阿润)

5月12日上午，
来自伊朗Shiraz大
学 的 助 理 教 授
Razmkhah 博 士，
正在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的实验
室内，与这里的学者
们一起开展研究。
她将在这里进行为
期2个月的干细胞技
术学习和研究工作。

近 几 年 ，像
Razmkhah博士这
样到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学习和
交流的外国教授、专
家并不少见。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学术交流

用医学技术搭建友谊之桥

外国教授、专家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开展学习和交流。

外国专家与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
护人员进行交流。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勇于担当 不断突破
实现持续快速成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改革开
放的大潮风起云涌。于此时成立的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
阵地的一家重要商业银行，自成立后不
断为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闯新路，是中
国银行业锐意创新的缩影。

2013年，浦发银行进驻海南成立海
口分行，与先一步进驻海南的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同改写了
海南15年来没有商业银行入驻的历史，
在海南经济崛起的波涛中扬帆起航。

开业伊始，海口分行党委班子审时
度势，确立了“合规、稳健、创新”的办行
理念，牢记“立足海南、依托海南、服务海
南、支持海南”的使命，紧扣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脉搏，不断探索自身发展与地
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积极依托总行的
优势和力量，通过勇闯金融新路、稳健高
效发展，力求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
大的力量。”浦发银行海口分行负责人说。

四年来，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始终以积
极推动重点业务领域发展为目标，结合海
南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规划，充分挖掘
海南区位、生态、资源和政策优势，大力支
持了一批符合国际旅游岛建设要求的特色
项目。比如，先后为海航集团、海南高铁、
海南电网、华能电力等省内多家重点骨干
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和重金支持；为海南
移动、海胶股份等企业量身定制了包括信
贷、理财、结算等一揽子方案的金融服务。
重点支持了海南基础设施、公交、旅游、教
育、电力、航空、制药、房地产、保障房、园区
建设等领域的一批项目及企业。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为服务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支持，实现与
海南共成长，已成长为一家业务发展迅
速、资产质量优良、效益增长持续，具有
良好口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资产规模上，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存款
规模完成第一个100亿用了2年时间，完
成第二个100亿仅用了1年时间。截至目

前，分行存款余额接近220亿元，自去年
以来一直名列省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前茅。

机构规模上，浦发银行海口分行机
构从仅有1家营业部发展到拥有1家二
级分行，6家综合型支行，4家小微支行，
服务半径不断延伸，发展空间不断拓宽。

创新产品 优化服务
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作为海南金融界的“后来者”，浦发
银行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靠什么取胜？在浦发银行海口分行
负责人看来，海口分行的快速发展，与体
制机制的灵活、产品上的引领、服务上的
高效以及对市场的敏锐反应分不开。

“如果说分行成立的前两年属于‘筑
路基、夯基础’，那么后两年则处在发展
的高速路上。”浦发银行海口分行负责
人说，2015－2016年，浦发银行海口分
行存款规模连续翻番。

在“筑路基”阶段，浦发银行海口分行
确定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路，
并加强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业务流
程梳理等，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坚
持“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经营理念，不
断创新特色业务品种，尽力满足客户多元
化的金融需求；坚持“新思维、心服务”的

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勇闯金融新路，

每年都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
提供更多金融选择。除传统信贷业务
外，海口分行积极创新股权基金、“明股
实债”等业务模式，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业
务需求；为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的比
例，海口分行积极参与客户资本市场的
定增、股票受益权等业务，通过“上市公
司的泛市值管理”高效解决客户需求，拓
宽客户多元化融资渠道，改善了整体融
资环境，树立了浦发银行的品牌。

在传统信贷无法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之时，浦发银行海口分行针对海南生态软
件园等省内重点园区投资规模大、资金缺
口大的特点，成立“创投基金”为入园企业
解决缺乏创业投资资金的难题；在开发建
设上，为园区量身定制一般性开发贷款及
2+8的商业贷款方案；参与组建了三亚城
市发展基金和海口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
金、棚户区改造股权基金，为地方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承销发行了海航股份
永续债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20亿元、三
亚凤凰机场超短期融资券20亿元，有效
满足了企业低成本融资的需求。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推行高效服务，
举全行之力服务、加班加点服务、“一户
一策”、“一事一议”……这些在浦发银行

海口分行常常可见，信手拈来。在接待
客户时，与客户充分沟通与交流，充分利
用总行、分行的力量，拿出最快最优方
案，实施最高效的服务。浦发银行海口
分行曾开办“夜市银行”，延长营业时间；
目前4家小微支行工作日营业时间延时
至晚7点，为客户提供错时金融服务。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对浦
发银行的创新与高效服务印象深刻，认为
抓住了企业融资的“痛点”。自去年浦发
银行海口分行为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提供项目融资起，中科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成了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的
忠实客户，在多家银行竞逐之下，愿意从
三亚来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办理各项业务。

“通过比较发现，浦发银行海口分行会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推出适合的
金融产品，且服务贴心、快速。”中科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资产财务处处长汪瀚涛
感慨道，浦发银行海口分行通过创新方式，
解决了搭桥贷款问题；在服务过程中，贴心
服务、加班服务，比如在一次发放贷款过程
中工作到晚上11点，令人感动。

聚焦重点 抓住“痛点”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从经济发展到民生保障，从产业推

进到环境保护，从重点项目建设到小微
企业发展……近几年的海南，在经济社
会发展的诸多领域，总有浦发银行海口
分行的身影。

“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行业特点
和发展趋势，浦发银行海口分行不断调
整优化业务结构，抓住实体经济痛点需
求和短板，提供金融服务。”浦发银行海
口分行负责人说。

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
极走出去。为此，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充
分利用总行国际化、集团化的优势，积极
支持客户上下游、国内外产业链的整合。

海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加
强、城市环境有待优化。为此，浦发银行
海口分行积极支持粤海铁路、环岛高铁、
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等建设，去
年还积极参与海口“双创”、三亚“双修”
金融服务，加深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
公共事业客户合作。

海南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十二大
重点产业有待培育壮大。为此，浦发银行海
口分行制定现代农业金融服务方案，帮助当
地农业实体经济，加大对旅游实体经济的支
持力度，推进六类产业园区发展等。支持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橡
胶托管；与海南生态软件园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于园区内设立小微支行，下沉服务网

点。支持海南观澜湖华谊冯小刚文化旅游
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椰晖旅行社有限公司发
展等；给予中科院深海所授信支持，缓解了
科研经费滞后及科研人员住房等实际困难。

生态环境是海南的生命线。为此，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努力推进绿色信贷业
务，将信贷资金投向环保、低碳等绿色领
域。与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开
展合作；贷款支持海口市最大污水治理
处理厂——白沙门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
处置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融资难制约着中小微企业发展。为
此，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制定小微企业业
务奖励机制，鼓励信贷投放；及时推出个
人经营“房抵快贷”创新产品；加强税企
银三方联动合作。去年向海南福莱斯林
业有限公司提供授信支持，向海南伊顺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授信支持等。

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民生。为此，浦
发银行海口分行持续加大对省内科教文
卫行业的信贷投放，分别向海口经济学
院、海口中学等持续给予资金支持，用于
其日常经营周转和校舍改造；多次开展贫
困学生资助、赈灾爱心捐赠、公益活动赞
助等活动，涵盖教育、文化、卫生、扶贫、救
灾等多个领域；主动对接民生工程，与海
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合作，累
计投放2.3亿元贷款支持公交发展。

全面奔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2016年，海口分行积极投身到海南省扶
贫攻坚战大潮中，发放6000万元贷款支
持国家级贫困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开发林
业项目，为当地村民创造约400人次的
就业机会，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扶贫
道路，切实开展金融精准扶贫；筹措资金
100.4万元，围绕省市两级定点贫困户和
帮扶村，从产业扶贫、住房扶贫、助学扶
贫等方面对定点贫困家庭给予有效的资
金支持。

整装再出发，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将
秉承“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经营理念，
以“新思维，心服务”的品牌文化内涵为
引领，坚定地扎根于海南这片热土，在

“做稳健的银行，打造百年老店”的发展
道路上坚实前行。

（本版策划/撰文 小文）

耕耘美好新海南 勇闯新路写担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成立四周年纪实之一

5月16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迎来四周岁生日。
四年风雨兼程，四年春华秋实。作为浦发银行入驻海南

的省级分行，四年来，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始终以支持地方建设
为己任，立足海南、依托海南、服务海南、支持海南。开业以
来，通过多种方式投入到地方建设的资金累计逾400亿元，为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年来，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在勇于担当中，实现了与海南
共成长，迅速在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崛起，人均创利等各
项人均指标在省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从商业银行
的“后来者”转身成为“领跑者”，成为海南金融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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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踏浪行
“浦”写创业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