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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 不忘初心
在峥嵘岁月中坚守服务海南的金融使命

跨越百年，再次回首那筚路蓝缕的时代。1912年2月5

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成立。1914年11月13日，中国银行琼州

分号成立，是中国银行的第一批分支机构，先后行使中央银

行、国际汇兑银行的职能，成为当时稳定海南经济金融的重要

力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琼

州办事处先后迁到湛江广州湾、香港、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6年6月1日，琼州办事处正式复业。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6月9日，新生的中国银行琼州

办事处更名为海口支行，复业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经济，

全力以赴回笼外汇、黄金和光洋，强化外汇管理工作。

1952年，中国银行国内分支机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海口

支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海南行政区分行国外业务部，对外仍保

留了中国银行海口支行的牌子，主要行使外汇管理、服务华侨

和侨汇等职能。

开拓创新 服务经济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为海南发展注入金融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79年3月，

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同年8月，中国银行海

口支行结束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历史，走上了自主经营的

发展道路；1981年9月，海口支行改称为海口分行，对外挂国家

外汇管理总局海南分局和中国银行海口分行两块牌子。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

议》，海南迎来了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历史发展机遇。1988年5

月，海口分行升格为管辖分行，由副厅局级升为正厅局级机构；

1992年7月，海口分行更名为海南省分行。1993年12月，伴随

着全国金融体制改革，海南中行开始从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

行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中国银行国际化优势，海南中行在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中发挥了吸引外资的主渠道作用：利用外

国政府贷款支持马村电厂、富岛化工、美兰机场、世纪大桥等

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海航引进第一架飞机实现“起飞”；支

持海南最早一批5家股份制企业改造和上市；率先支持洋浦

成片开发；支持海南最早一批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在海

南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长为支持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金

融力量。

创新是特区精神的核心，也是引领海南中行发展的持续动

力。1988年，海南中行成为全国第一家率先实现全辖储蓄存

款省内通存通兑的银行；1994年发行全国第一张智能IC卡；

1996年，又在全省率先实现对公存款通存通兑；1994年开通电

话银行服务系统、1998年建立电子联行清算系统……海南中

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创新服务地方、引领发展，为海南改革

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深化改革 抢抓机遇
在新世纪发展中树立“百年中行”品牌

进入21世纪，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

银行先后进行股份制改造。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6月、7月，中国银行H股和A股成功

上市。伴随着中国银行股改上市，海南中行落实总行股份制改

造的工作要求，持续推进人力资源、组织架构、流程整合等一系

列改革，逐步构建起现代金融企业治理的体制机制。

2009年12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

南中行以此为发展契机，全面探索旅游业态合作新模式，支持

亚龙湾、海棠湾等重点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先后支持喜来登、丽

斯卡尔顿、希尔顿、康莱德等数十家高端酒店项目，在海南树立

起“高端酒店首选银行”的品牌。

产品创新持续涌现。海南中行先后在全省率先开办第一

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第一笔保理业务、第一笔福费廷

业务、第一笔关税保函、第一笔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第一笔银券

通业务、第一笔房地产交易付款保函业务等近百项创新业务，

引领着海南金融业的创新浪潮。

在业务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海南中行担当社会责任，支持

海南文化体育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向文昌洪涝灾害和受超

强台风“威马逊”袭击地区、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区捐款300多

万元；开展爱心助学、爱心捐赠等公益活动；连续举办八届“中银

之夜”文艺晚会；赞助全省性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围棋等

多项体育赛，在海南树立起一面企业文化建设的旗帜。

责任引领 传承创新
在新百年持续强化发展优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跨入新

百年，海南中行紧紧围绕海南省12大重点产业和光网、路网、

电网、气网、水网“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2015年成为全省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中唯一受省政府表

彰的商业银行，2017年贷款新增额再次居同业第一。截至

2017年底，海南中行本外币贷款余额达700亿元，比2014年

末增长66%。

跨入新百年，海南中行秉承“传承创新”的理念，产品创新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发行全球首个三沙主题金融产品“长城三

沙IC借记卡”；在全省机构网点创新推出智能柜台，有效提升

客户体验；丰富手机银行功能，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金

融服务；在省内率先推出GPI中银智汇全球快捷汇款业务。

跨入新百年，海南中行发挥全球化经营优势，助力海南

扩大开放：2015年协助省政府在新加坡举办“海南—新加坡

离岸金融和大宗商品合作交流座谈会”；叙做省内首笔“一带

一路”跨境并购银团贷款；为海南省单笔最大海外并购项目

提供支持；为国内航空业境外首笔商业票据提供增信担保；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百日大招商”海外招商推介活动牵线

搭桥。

跨入新百年，海南中行实现了市场和绩效“双领先”：

2015-2017年，本外币存款连续三年保持同业第一；净利润连

续两年保持四大行第一；绩效考核连续三年保持中国银行系统

内同组前二，考核等级B+、A、A+一年跨上一个台阶；信贷资

产质量保持当地同业和系统先进标杆水平；连续三年实现“无

案件发生、无重大监管处罚、无重大操作风险、无重大违规违纪

事件”“四无”目标。

跨入新百年，海南中行强化社会责任担当：设立三沙支行，

成为三沙设市后成立的第一家金融机构；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要求，扎实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在海南省2016度党风政风行

风社会公开评价中名列108家参评单位第一，2017年荣获全国

五一金融劳动奖状。

发挥优势 服务大局
在新时代打造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首选银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海南

迎来了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国家重大战略机遇。中国银行总

行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制定

了中国银行支持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政策方案。总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四清5月21日专程来琼与海南省政府进行工作

会谈，总行行长刘连舸10月27日来琼推动相关工作落实。海

南中行将践行政治担当，履行大行责任，在总行的高度重视和

政策支持下，“融资、融智、融商”全力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建

设，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第一批试点银行，打造海

南自贸试验区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全省“百日大招商”，助力引

进企业和项目；为中外游客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

百余年砥砺前行，海南中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海南

最具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商业银行之一。新时代继往开来，

海南中行将努力打造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首选银行，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再立新功。

百余年琼岛深植根 新时代自贸再扬帆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成立104周年发展纪实

1914年11月13日，中国银行琼州分号在海口得胜沙路97号成立，是海南的第一家银行。
104载栉风沐雨，104载风华正茂。从民国初设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建省办经济特区，从建设国

际旅游岛到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中行在琼州大地上历经风雨，砥砺前行，以一个个具有浓厚中行色
彩的海南金融故事，在海南金融业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亮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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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来论

■ 许中科

40年改革开放史，是一部创新史。创新立足
传统、突破传统，依托现实、推动变革。改革开放历
史进程中，国家不断创新、人民活力迸发，社会不断
刷新、创新成果为人民共享，创新创造中国奇迹。

创新是“逼”出来的，为的是使人民摆脱贫穷，使
国家走向强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持续创新的根
本保障，党也通过自我革新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始终坚持理论创新，走出一条
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改革之路、发展之路。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制度创
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承包地“三权
分置”，从经济特区设立到自贸区建设……40 年
来，制度创新不断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铺路架
桥。这一切，无不在制度层面体现大胆尝试的首
创精神。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科技创
新。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到“关键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的宣示；从“天眼”探空、“蛟
龙”探海，到神舟飞天、高铁奔驰……科技创新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
挥重大作用。从后发到先发、从跟跑而领跑，中国
在全球科技变革大潮中挺立潮头。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40年，国内外形势正在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
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
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
遭遇波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改革开放进
入深水区，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
题，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
发展方式发生历史性交汇，使我们既面临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差距可能拉大的严峻挑
战。面对机遇与挑战，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胜。

当今中国将创新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
是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的精准把握，
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代表了当今世界
发展潮流，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
禀赋的深刻理解。

在新的征程上，只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不断推进各领域创新，必能共同托举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创新，改革开放的主旋律

@新华视点：莫让“狗患”成了
“牛皮癣”。时有发生的恶犬伤人、因
狗伤人事件，凸显不文明养犬的危害，
也暴露社会“末梢治理”的问题。实际
上，很多城市都有养犬方面的规定。
但问题屡屡出现，究其原因还在于执
行“空转”。或投入不足，或方法不当，
让养狗的规矩难落地、成空文。“立法”
不难，难在法之必行。不在执行上多
动脑筋、多花功夫，“狗患”就会成为久
治难愈的“牛皮癣”问题。

@人民日报：保护“方向盘”，法
律须出拳。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
罪，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引起不少网
友的共鸣。“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
其所畏”，完善制度、健全法律、严格执
法，有效震慑不法分子，也让效尤者心
生忌惮。公交车的方向盘不是谁都能
触碰的，妨碍安全驾驶就该付出代价。

@光明日报：公共治理何以如此
草率？近日，江苏省睢宁县某小区居民
反映，他们每月交物业费，但坐电梯还
要单独按次刷卡收费。这样的收费当
地物价局竟审批通过，实在令人意外，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考究。这也再次表
明一些地方在公共治理上的粗疏与草
率，甚至公然违反规定。对于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而言，长此以往，何以取信
于民。 （邓 辑）

随着人们对网络购物的依赖，越
来越多的产品进行网络销售，带给人
们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媒
体调查发现，一些号称“纯植物”的减
肥“神药”实际上添加了违禁化学成
分，从原料引进到产品售卖全程无
追溯，散装胶囊进货后卖家自己打
码生产日期，仅一家网店就能卖出
上百万元、销售遍布多个省份。

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但这样
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这些来源不
明，甚至是有毒有害的所谓减肥“神

药”，隐身网络售卖，通过圈子营销，
可谓隐蔽性强。他们直接侵害的是
消费者的利益，危及的是消费者的
生命安全，我们的食药安全网如何
织密？须得有效监管跟进，打击力
度加大！这正是：

生产日期随意定，
违禁成分害人命；
减肥“神药”隐身卖；
有效监管须跟进。

（图/朱慧卿 文/邓瑜）

“神药”隐卖须严管

■ 戴先任

打热水一个 APP，发学分一个
APP，跑步一个APP，连无线网络一个
APP，刷网课一个 APP……在一些高
校，原本为方便师生、提高效率的信息
化手段在实际管理和运营中却出现了
过度倾向：一个个打着“智能便捷”“强
制使用”“学分挂钩”旗号的手机APP
逐渐编织成一张网，将许多大学生裹
挟其中；更有多个APP争相分羹，把
学生当成“唐僧肉”。

这么多的APP，让学生不胜其烦，
也深受其扰。这些APP各有各的定位，
确实能给高校师生带来方便，但存在的
问题也着实不少：有的粗制滥造，容错
性低、体验不佳，存在不少漏洞；有的视
学生市场为“唐僧肉”，投放各类奇葩广
告；有的僵化管理，让学生自行承担损
失……坦率地说，这些问题APP的使
用，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弊大于利。由此
引发的诸多乱象，亟待予以遏制。

当然，作为教育机构和学术单位，
高校使用手机 APP 进行管理是值得
肯定的，能让师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

方便，有助于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的
开展。然而，商业牟利行为却让智慧
管理变了味儿。问题 APP 中含有大
量广告，且高校强制使用，这样的导向
显然是不妥的。

高校大学生被人当成“唐僧肉”，
还得有人来“捉妖”，保护学生免受侵
害。首先，各所高校要对进入校园的
APP严格把关。既要在总量上把关，
也要在服务质量上把关。比如粗制滥
造的APP，应拒绝进入校园。而要严
格把关，既需要专家评估也需要征求
学生意见。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清理规
范高校 APP。上文提及的多个问题
APP已进入多个省份的多所高校，不
客气地说，已经形成了大面积“污
染”。期待这种现象引起教育部重视，
一方面及时清理问题 APP 为大学生
减负；另一方面，可以统一开发具有公
益属性的APP。

遏制校园APP野蛮生长，要祛除
校园 APP 的商业化，注重其教育性，
让其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样才能
避免智慧管理变形走样，才能让校园
APP能够真正服务好学生，充分发挥
作用，惠及广大师生，惠及整个教育
事业。

不能让校园APP野蛮生长

■ 张成林

夜里喝醉酒，想叫个代驾安全回
家，谁知醒来车停半路，手机和钱包没
了……据南国都市报报道，近日，一海
口市民遭遇了“黑代驾”，稀里糊涂被
人“趁醉打劫”。虽然，最后车在、人
在，但如此经历依然让人唏嘘、后怕。
而据记者深入走访发现，这还真不是
个例，除此之外，目前，海口代驾行业
还存在代驾司机身兼两职、私下接单、
代驾司机包场等诸多问题，代驾行业
乱象亟待监管和规范。

近年来，代驾行业蓬勃发展、势头
迅猛。在酒店、餐馆旁，骑着折叠车的
代驾司机来去匆匆，俨然成了街头一
景。代驾之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其
有效解决了喝酒与开车之间的矛盾，
让车主既可以尽情饮酒、聚会，又不用
担心酒驾问题。也就是说，代驾存在
的核心意义是，让出行变得更便利、更
安全。然而，代驾，这一原本是为安全
而生的新生事物，在现实中却屡屡出
现安全问题，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如同网约车一样，代驾革新了人
们的出行方式，但与网约车相比，代驾
意味着更高的安全风险。叫了代驾，
不仅只是把车交给司机来开那么简
单，连带着，车主的人身安全、财产安

全也都交给了司机。正如网友所说，
“钱、车、命都在代驾手上。”这其间倘
若出现问题，造成的损失恐怕难以估
量。而且当前人们叫代驾，也多随意、
不讲究。车主聚会散场后，或是酒后
任性，或是碍于面子，对代驾多是来者
不拒，很少察看代驾资质，这也进一步
助长了代驾问题的滋生。

细究诸多代驾乱象，其核心所在
还是资质问题。事实上，像网约车一
样，代驾本质上也是一种网络服务，即

“网约驾驶员”。而网络服务多具开放
性、低门槛等特性，这本来是一件好
事，可充分带动资源流动，但在市场发
育不健全、不充分的情况下，却又会造
成从业者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

代驾问题正源于此。而纵观各类网络
服务，不管是网约车，还是共享单车，
抑或是外卖，其初兴阶段倘若不能给
予及时有效引导、规范，必定会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对代驾行业
的引导、规范势在必行。

而现实是，代驾行业的发展，几
乎处于完全自发状态。一些个人拿
个驾驶证、骑个折叠车，转身就变成
了代驾司机。即便是代驾公司，准入
门槛也是低之又低，代驾资质根本无
从保证。再加上，针对“黑代驾”现
象，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行业规
范和市场监管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红利，单纯依靠
从业者的自律，怎能保证不出问题？

而一旦出现问题，由于监管乏力，车
主恐怕只能自认倒霉。缺失了严格
的规范和监管，便利的代驾难免成

“代价”。
当前，代驾已是大势所趋。作为

新生事物，代驾对海南而言，有着诸
多功用，不仅可以促进安全驾驶，助
推平安海南建设，还可以为市民拓宽
增收路径，带动就业，此外，还能带动
服务业的发展与完善。面对诸多利
好，我们万万不可坐视问题发生，而
要及时行动，做到早引导、早规范，确
保势头强劲的代驾行业在正确的轨
道上行进，只有如此，代驾红利才能
得到充分释放，我们才能叫得放心、
叫得安心。

把好代驾前行的“方向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