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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融资到融智
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的天职是服务实体经济，招
商银行海口分行始终秉承服务实体经
济，打造特色优势的原则，以客户为中
心，着力打造交易银行、投资银行两大
服务体系，在重点新兴业务领域形成
了差异化优势。

六年来，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先后
为120多家企业，提供各类融资460
亿元。融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旅
游、酒店、建材、医药、医疗、公用事
业、IT等与社会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领域。目前，公司客户融资总额中，
国有企业融资占比45%，民营企业融
资占比55%，与海南省经济结构保持
一致。

面对新的经济金融形势，招商银
行海口分行还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服
务功能，丰富资金融通渠道，通过与证
券、基金、保险、信托公司合作，从单纯
的资产投放转变为资产的组织、整合
与销售，以多种方式解决企业融资问
题，不仅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而
且实现了从融资到融智的新跨越。某
大型主题乐园项目总投资45亿元，融
资规模25亿元，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联
合省内外3家金融机构，通过表外理
财资金，一次性解决了客户的融资需
求，避免了客户拆分融资、多头融资的
困难。

对公财富管理，是招商银行海口
分行着力打造的另一创新领域。
2015年以来，该行通过对公代销方
式，累计为海南企业融资 39亿元。
2016年7月份，为化解省内某上市公
司流动资金缺口问题，该行为其量身
定制了融资方案，从方案设计到募集
资金成功，仅耗时17个工作日，就实
现了3.7亿元过桥资金到账。

资产管理，是招商银行海口分行
探索新兴融资的重要突破口。2015
年以来，通过理财资金累计为企业提
供表外理财融资65亿元。其中，仅海
口市72亿元的棚改和基础建设投资

基金，该行就投资了36亿元，成为所
有参与银行中投资份额最大的银行。

目前，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招
商银行海口分行凭借自身跨境金融服
务离岸业务优势、金融市场业务优势、
自贸金融优势等，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作出独有的贡献。

金融科技普惠大众
服务百姓美好生活

在各类金融机构林立的环境中，
在金融服务方面如何突破重围？招商
银行用实际行动找到了答案，那就是
零售为王——以客户体验为中心，创
新推动数字化转型。

2015年 11月，在海南引入可视
柜台；2016年，正式推广ATM“刷脸
取款”业务；2018 年，推出了基于
APP扫码存取款的自助服务……

截至目前，海口超过25万用户下
载使用“招商银行”App，月活跃客户
超过12万，已超越网上银行成为零售
电子渠道活跃的流量入口。

而支撑这些客户服务体验升级
的，是招商银行人员结构的大调整，进
一步加强跨部门、跨条线协作，使其适
应互联网生态日益模糊的业务边界、
组织边界。

在以“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为
目标的金融科技战略指引下，海口分
行聚焦用户需求，不断深化场景金融
服务，实现商户聚合收款场景拓展的
全面发展，并积极探索商户之间引流
和跨界合作新模式，目前已与海汽运
输集团合作开展扫码支付购票项目，
与海口公交集团合作开展手机扫码乘
公交活动，与海南旺佳旺连锁超市合
作开展超市聚合支付项目等。

此外，以客户的金融需求为核
心，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持续产品创新
提升财富管理水平，以摩羯智投开启
智能理财新时代。2016 年 12 月 6
日，招商银行正式推出摩羯智投，以
财富体检完善客户线上资产配置体

验，以财务规划为客户财富保驾护
航，以家族信托助力财富传承。今年
8月份，该行正式发布了金葵花财务
规划服务体系。该体系包含投资规
划、保障规划、子女教育规划、退休养
老规划、金葵花财富信托规划和投融
资规划六大板块。

招商银行是同业中推出家族信托
业务时间早、签单数量多、资产规模
大、模式多、设计个性化、合同经验多
的银行。目前，海口分行信托基金资
产规模达到1.4亿元。

不仅仅是客户体验绝佳，据了解，
招商银行业务发展和经营特色也深得
国内外机构的认同，在9次荣膺《亚洲
银行家》“中国最佳零售银行”，14次
荣获“中国最佳零售股份制银行”之
后，招商银行在2018年获“亚太区最
佳零售银行”大奖，这也是中国银行业
首获该奖项。

发展绿色金融
支持脱贫攻坚

招商银行始终秉承"源于社会
回报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积
极参与公益事业，将企业公民的理念
延伸至扶贫、教育、环境保护、公共卫
生等众多领域。结合海南生态发展
理念，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始终将战略
新兴产业、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
造、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清洁能源、
绿色生态、绿色建筑等多个绿色产
业，列入了支持类行业，鼓励将信贷
资源优先投入绿色领域，引导信贷资
源配置进一步向低能耗、低污染、低
排放的行业和企业倾斜。

在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项目、可
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节能环保
服务等多类绿色项目，累计投放贷款
11亿元，目前余额2.3亿元。对于产
能过剩行业，累计退出金额9.7亿元。

同时，将绿色理念贯穿于办公环
节，以电子化、无纸化和智能化为导
向，深入推进全行的节能减排。始终
坚持环保公益活动，连续 6年开展

“百年招银林”植树。
在发展金融服务主业的同时，招

商银行海口分行还时时紧跟我省脱
贫攻坚大潮，为脱贫攻坚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

2016年以来，在深入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调研的基础
上，结合保城镇政府扶贫重点工作要
求，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因地制宜地定
点扶贫实施方案。在改善居住条件方
面，动员多方力量给予贫困户支持，使
其可以尽快搬入宽敞明亮的新居。分
行资助的环村路亮化工程完工后，村
民夜间生产和出行的问题得到解决。
在特色产业帮扶方面，2017年创新利
用村委会屋顶投产了光伏发电示范项
目，发电并网后每年可实现收入约3
万元，探索了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有效
途径。分行还设立小额贷款基金，扶
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每个贫困户可
根据实际需要，申请专项资金用于采
购种苗、化肥等，以解决生产资金问
题。在扶志+扶智方面，为了让村民
在思想上“富”起来，分行党委书记多
次带队深入帮扶党建、宣传扶贫政策，
分行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爱心助学捐
赠活动和“金融知识万里行”专项活
动，杜绝大学生“因学致贫”现象，鼓励
村民合理利用贷款创业致富。联合当
地政府开展家政、烹饪、种养等技能培
训，提高番文村委会剩余劳动力的就
业技能储备。

为助力精准扶贫，招商银行海口
分行还利用金融机构优势，延伸扶贫
渠道到社会层面。今年5月26日，组
织“招商银行公益行，爱心助学心相
连”主题活动，活动邀请28组家庭、
58位客户的共同参与。在消费扶贫
行动中，海口分行倡议领导干部和党
员同志充分发挥表率和模范作用，同
时在网点厅堂及各类客户答谢会、产
品推介会上，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宣
传，让社会各界关注消费扶贫、参与
消费扶贫。

坚守服务初心
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银行

招商银行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将
服务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创造了国内
的多项第一，从90年代初期在营业厅
提供牛奶、咖啡，到现在的刷脸取现、
远程视频办理业务，从最初的穿州过
省、一卡通行，到现在影响无所不在的
App，从传统表内贷款为主的的业务
模式，到投行、资管、托管、金融市场交

易的全面崛起，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
服务体系，招商银行时时刻刻都在紧
跟时代潮流、因势而变，时时刻刻都在
直击客户需求痛点，随时改变。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成立以来，始
终秉承、践行招行的服务理念，并结合
海南特点，不断丰富服务文化，以优质
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监管机构和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2017年，在海口分行成立五周年
之际，招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获评“中国
银行业百佳服务网点”，摘得这一银行
服务领域的荣誉；海甸支行也先后获
得“五星服务网点”和“中国银行业千
佳服务网点”称号。

客户的口碑，是对银行服务最具
说服力的评价。近日，一个微信朋
友圈的帖子，得到了大量的点赞。
众所周知，各大电商都在为“11 月
1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而忙碌着、拼
搏着。作为阿里团队的文娱版块，
担负着筹备淘宝狂欢晚会的重任。
随着“11月11日”的日益临近，他们
的外汇业务量激增，一个小时之内，
近 10 笔演出费用，需要支付到境
外。为此，海口分行营业部的同事，
密切合作，高效协同，确保了演出

“粮草”的及时送达。
因此，客户早晨六点半就在朋友

圈中由衷的发出一个帖子：“倍感温暖
的一天。感谢海南招行吴总和团队成
员助力我酷11.10猫晚狂欢夜的“粮
草”输送工作。非常感动团队小伙伴
马不停蹄接收种种急需，解决种种困
难，完成种种任务。你们超赞!为有你
们而感恩！”

网络化的语言，传递的是深深的
感激与感动。而客户的感激与感动，
又构成了招行持续改进服务、打造客
户最佳体验银行的强大动力源泉。

历史车轮滚滚，六年不值一提，招
商银行海口分行作为成立六年的年轻
银行，仍然要在金融开放创新上继续
做出探索。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史进程
下，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将矢志不渝、砥
砺前行，以更好的创新，更优的服务，
助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无愧于时代的
贡献。（完）

(本版撰文/裴林 本版图片由招
商银行海口分行提供)

潮起海之南，沐浴在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东风中，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成立至今已经六年了。

六年，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经营效益稳
步提升。今年前10月累计实现利润2.28
亿，同比增长32.5%；实现营业净收入4.3
亿，同比增长25.7%。

六年，招商银行海口分行客群基础快
速壮大。截至2018年 10月末，零售客户
总量达 26.85 万户，较年初新增 6.73 万
户。AUM(零售资产管理规模)总量达95.1
亿，较年初新增 19.6亿，同比增长26%。
公司客户总数突破 1 万户，较年初增长
27.8%。

六年，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资产负债稳
步发展。截至2018年 10月末，表内外资
产规模152亿，本外币自营贷款116.9亿，
较年初增长 10.9%；自营存款时点余额
109.5亿元，较年初增长12.9%。

六年，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资产质量始
终保持稳定。截至2018年 10月末，不良
贷款率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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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时代 步步创新
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成立6周年纪实

招商银行员工祝海口分行生日快乐。

招商银行理财产品生意贷。

招商银行普惠大众产品招牌年终奖。

招商银行理财招商银行理财，，生活可以更从容生活可以更从容。。

理财有风险理财有风险，，投资须谨慎投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