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坚持：
用数量和质量打造“兴业力量”

五年来，该行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2018年实现利润5.94亿元，同比增长
12.85%；实现营业净收入9.93亿元，同
比增长20.38%。

五年来，该行客群基础不断壮大。
截至2018年末，该行客户总量达1.6万
户，其中公司客户总数4000多户，零售
客户数达1.1万户。

五年来，该行资产负债稳步发展。
开业近五年，生息资产规模200.87 亿
元，本外币各项贷款102.94亿元，较年
初增长7.12亿元；本外币全口径存款时
点余额182.78亿元。

五年来，该行资产质量始终保持稳
定。截至2019年 2月末，不良贷款率
0.06%。

五年来，该行逐步优化在海南全岛
的网点布局，有效扩大在海南地区的网
点覆盖面，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完成了9
家综合性网点（包括1家二级分行：三
亚分行，1家县域级支行：陵水支行）和
3家社区支行的建设，网点数量达到12
家，有效提升了综合金融服务功能，为
该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网点
基础。

一种情怀：
与海南企业和百姓共同兴业

实业兴则金融兴，为实体经济服务
是金融的天职，也是该行的立行之本。
开业五年来，在服务实体经济这块阵地
上，该行深耕细作，创新产品，优化机制，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促进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实
现了自身各项业务的稳健发展。截至今
年2月末，该行已经累计投放各类信贷
资金近300亿元，用真金白银的支持彰
显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大潮中的“兴业”
担当。

服务地方的“引领者”。
近几年，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纷繁

复杂，面对诸多外部困难，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敏锐把握市场形势，紧紧围绕服务
海南实体经济转型发展这个大局，积极
协调兴业银行总行，授信40亿元与国开
行海南省分行合作发起设立海口市城乡
发展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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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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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销，累计
承销海南省政府地方债34.87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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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该行坚持资智共融，不
断推出创新性金融服务方案，灵活运用
兴业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海南
实体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的“先行者”。
2014年进驻海南后，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以绿色发展为出发点，大力推进绿
色金融业务，助力海南从“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路径转化。在海南绿色发展
大潮中，深耕绿色金融的兴业银行，以生
动的绿色金融实践和产品服务创新发挥
着绿色金融示范效应。该行积极发挥集
团总部综合经营优势，灵活运用产业基
金、融资租赁、非标债权投资、股权投资
基金等多种新型工具，扩大海南绿色金
融领域的投入。

据了解，在该行的争取下，位于琼中
的水电站扩容工程项目于2017年底获
得了兴业银行总行的特别授权，允许分
行自行审批了该项目0.59亿元10年期
贷款，并在1个月内完成放款，第一时间
为绿色金融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该行
2017年8月成功获得2.85亿元专项价
差规模，全额用于海南水电上网收费权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有效降低了企业的
融资成本。海南金海浆纸动力锅炉改造
是兴业银行绿色信贷助力企业环保升级

的样本，该行为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的
动力锅炉脱硫脱硝改造项目提供固定资
产贷款1.7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实现二氧
化硫减排 7.8 万吨/年，氮氧化物减排
0.37万吨/年。

五年来，该行在决策上成立了“赤道
原则”领导小组，授信支持项目建设前，对
于项目可能产生的自然环境或人文景观
等影响，进行严苛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评
估，一旦认定项目对环境所产生的危害超
过“赤道原则”标准，将进行一票否决，确
保“赤道原则”得到全面执行。在审批流
程上，对符合原则的绿色项目开辟绿色
专属通道，项目融资享有优先审批权，同
时每月核定专项投放规模保证足额放
款，为节能环保企业贷款融资保驾护航。

支持小微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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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该行始终坚持
普惠金融理念，把服务小微企业摆在优
先位置，形成了依托再贴现政策支持，
深耕票据业务支持小微企业的业务特
色。近年来，在信贷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通过票据“直贴＋再贴”的业务模
式，加大直贴业务量，优先满足小微企
业的贴现需求，切实帮助和支持小微企
业融资。除了在融资手段上创新外，该
行在产品上创新推出“小微企业房产全
额抵押贷款”“小微企业连连贷”，针对
初创型企业推出小微企业“创业贷”，针
对海南省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推出“银
税贷”等多款小微企业特色产品，积极
支持海南小微企业发展。该行也因此
连续两年被监管单位评为“服务小微企
业优秀金融机构”称号。

深耕服务的“实践者”。
兴业银行深耕服务的理念素来业

内知名，在日常服务过程中充分结合
区域特色，注重通过对客户细分，根据
不同层次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品和
服务方式，努力实现服务的多层次、多
角度，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个性化
金融服务需求。针对老年客户，该行

重点推荐低风险的系列产品，定期举
办老年客户财富知识沙龙活动普及老
年人理财知识，通过举办社区广场舞
大赛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针对年轻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较
高、消费能力强的特点，重点推荐非货
币基金、信用卡等产品，有效满足年轻
客群对理财收益和消费金融的需求。
在海口各大商圈、社区组织多种形式
的外拓营销活动，主动扩大服务半径，
积极对接市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坚持为客户提供“有温
度的金融服务”，几年来，在赢得客户
的同时，也收获了海南省银行协会授
予的“四星服务网点”称号、“海口市双
创服务先进单位”和兴业银行总行授
予的“工人先锋号”等荣誉，分行营业
部也成为海口国贸商圈最受欢迎的网
点之一。

一种理念：
内“严于律己”外“寓义于利”

在五年的发展历程中，兴业银行海
口分行坚持对内严于律己、对外寓义于
利的发展理念，推动分行行稳致远，可持
续发展。

在内部管理中，该行响应监管机构
及总行监管趋严的管理要求，持续推进
合规化、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不断加强
合规文化建设，继2016年开展“员工行
为十三条禁令”与“啄木鸟行动”专项活
动、2017年开展“兴航程”合规内控提升
年活动、2018年开展“兴航程”合规内控
强化执行年活动等合规管理“三步曲”
后，2019年又发起“合规经营示范年活
动”，持续深入推进合规内控文化和体制
机制建设。全行上下对内积极塑造“合
规人人有责、合规创造价值”的企业文
化，对外树立“诚信经营、依法合规”的良
好社会形象，以“守底线、做实功、重融
合”为导向，合规经营，合规治行。

在履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上，该行
寓义于利，在捐资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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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捐赠40万元给海
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谭田小学以改善该
校教学环境；“威马逊”台风后，捐赠100
万元善款支持受灾群众灾后重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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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海南绿色发展。在消费者保护工
作上，该行除了每年认真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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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创新
引入消费者监督机制，从客户的角度
想问题，用好消费者意见以提升自我
服务水平，同时也提高消费者金融素质
和风险防范意识。

在精准扶贫上，该行扶贫又扶智，
与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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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充分发挥百花村
自然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积极发动
农户发展养豪猪、养蜂等特色产业，探
索可持续的扶贫模式。立足银行企业
客户资源，调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扶贫工作，协调银行信贷客户、海南生
猪养殖龙头企业——海南瑞今畜牧业
有限公司与百花村合作，通过促进就业
和分红带动贫困户脱贫，实现企业与贫
困户双赢。帮助百花村通过大力完善
村内基础设施、做好两项制度衔接、实
施转移就业脱贫工程、易地搬迁脱贫工
程等方式，促进脱贫攻坚。据了解，百
花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5户190人，
目前已全部脱贫摘帽，扶贫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砥砺五载，感恩来时路。
筑梦百年，携手共超越。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海南深

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新起点，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秉承“真
诚服务，相伴成长”的宗旨，加快转型
发展步伐，持续加大支持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力度，力争为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更
大贡献。

同心跨越五周年 不忘初心谱华章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开业五周年纪实

2019年3月31
日，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迎来了五周岁生
日。五载磨锋砺剑，
五载潜心经营。过
去的五年，对于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而言，
是一部应势嬗变的
创业史、一部攻坚克
难的拼搏史、一部勇
于担当的奉献史。
五年间，兴业银行海
口分行领导班子和
数百名忠诚员工勠
力同心，担当实干，
推动分行在竞争中
成长壮大，在转型中
加快发展，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关键性蜕变，成为支
持海南经济发展的
重要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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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旅游名片

九大主题活动邀您来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时间：2019年4月1日至30日
地点：全县范围

乡村文化旅游活动
时间：2019年4月6日至7日
地点：元门罗帅村、白沙茶园、县城“三月
三”活动现场

越野车场地赛
时间：4月7日09：00—18：00
地点：白沙牙叉镇蓝云路旁（方亮桥旁空
地、黎锦博物馆项目对面空地）

“白沙杯”全国拳王争霸赛
时间：2019年4月6日20：00
地点：县文化广场月亮湖旁

开幕式暨丰收祭典巡游活动
时间：2019年4月7日08：00—11：30
地点：县文化广场、县城中心街道

特色商品美食展
时间：4月7日08：00—22：00
地点：白沙电子商务产业园

群众趣味性民俗体育竞技活动
时间：2019年4月7日14：00—18：00
地点：白沙中学

长桌宴及民歌对唱
时间：2019年4月7日17：30—19：00
地点：南叉河两岸河堤

篝火狂欢文艺晚会
时间：2019年4月7日20：00—22：00
地点：县文化广场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王凤龙——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系列报道

民俗文化亮点纷呈

白沙被喻为“山的世界、林的海洋、
水的源头、云的故乡”，千百年来，黎
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花朵在此傲
然绽放。

在今年白沙“三月三”活动期间，非
遗文化展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按照
安排，白沙将在南叉河畔以及各大旅游
景点，通过非遗实物、非遗传承人展示、
非遗节目展演和黎族制陶体验等系列
活动，向世人充分展示白沙黎族苗族同
胞刺绣、制陶、骨雕、根雕、木雕、黎锦、
制陶、植物染色、黎族双面绣等丰富的文
化遗产，向世人讲述白沙悠久而多彩的
历史文化。

白沙“三月三”活动组委会负责人
介绍，开幕式暨丰收祭典由祭祀和文
艺表演两大块组成，以祭祀祖先，庆贺
丰收好播种希望，祈求来年五谷丰
登。届时，活动现场将有大量的民俗
元素突出、内涵丰富的文艺表演，热情
奔放的音乐、欢快的舞步等将会给观
众一场视听盛宴。此外，牛犁天、牛耙
田、插秧、以及锄地、趴地等劳作场景，
将生动地再现古老的黎族农耕劳作，让
非遗花香飘满白沙。

互动体验好戏连连

客从远方来，不亦乐乎。
摆一排长桌宴，品一杯山兰酒，跳一

曲竹竿舞……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
过把瘾，热情好客的白沙人已经准备好
一出出“好戏”款待宾客。

按照安排，长桌宴及民歌对唱主题
活动现场设在美丽的南叉河畔，游客在
长龙般的宴席上，感受千人共享美酒佳
肴、山兰米酒、白沙特色美食……还能与
当地黎族苗族同胞互动，欣赏当地美妙
动听的民族歌谣。

在美食展环节，活动主办方将精心
准备糯米糍粑、三色饭、竹筒饭、地瓜饭、
粽子、甜酒、灵芝酒、福才地瓜、金鸡蛋、
紫玉淮山、毛薯、山兰米等当地特色美食
供市民游客一饱口福。

当夜晚降临，热情的篝火晚会启幕，
黎族苗族的青年男女向游客们发出邀
请，手拉着手一起载歌载舞，让大家尽情
体验醉美白沙的黎苗风情。

“体育+”尽展白沙活力

3 月中旬，历时 7 天的擂台角逐，
2019年“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

白沙圆满落幕。这轮赛事刚一落幕，下
一轮国家级赛事已在准备当中。白沙文
旅商局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田径精英
赛、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全国攀岩精英
赛等重量级国家赛事也将在白沙拉开帷
幕，“体育+旅游”产业生机勃发，美丽静
谧的白沙也正因“文体山城”的美名得到
更多关注。

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以及游客真
切感受到“体育+旅游”产业带来的利
好，在今年“三月三”节庆期间，“白沙
杯”全国拳王争霸赛也将打响。活动
主办方已邀请正在白沙集训备战东京
奥运会国家拳击队运动员开展表演
赛，期间，还将与现场观众进行趣味性
互动。

此外，白沙越野车场地赛也将在
“三月三”期间启幕。为了增加赛事的
挑战性和观赏性，比赛场地由草地和泥
地，还有水坑、泥坑、大驼峰、小驼峰、
弯道等组成，不仅考验车辆的性能，更
考验选手的驾车技术、技巧，是车手与
赛车完美匹配的极限运动，堪称白沙版
的“速度与激情”，相信一幕幕炫酷的赛
事竞技场面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本版策划/撰文 玉荟 吴峰 图片/
吴峰）

一场民俗盛宴，九项主题活动

“三月三”好戏连台 邀您相聚醉美白沙
山水黎乡，绿韵白

沙。
“三月三”作为海南

黎苗族同胞最盛大的传
统节日，承载着黎苗族
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
承。节庆期间，白沙黎
族自治县人人盛装出
行，载歌载舞，在欢庆这
一年一度的民间盛事的
同时，进一步传承黎族
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民族和谐团结进步的
光荣传统。

今年白沙“三月三”
节庆活动时间集中在4
月 6日至 4月 7日，届
时，白沙将组织开展黎
族苗族“三月三”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乡
村文化旅游、越野车场
地赛、开幕式暨丰收祭
典巡游、特色商品美食
展、群众趣味性民俗体
育竞技、“白沙杯”全国
拳王争霸赛、长桌宴及
民歌对唱、“三月三”主
题暨篝火狂欢文艺晚
会等九项主题活动，让
纷至沓来的游客充分
感受白沙民俗节日欢
庆氛围的同时，尽情领
略海南生态核心区的
静美山水。

白沙，云雾缭绕，山
水相依；移步换景，一路
风光如诗胜画。在此，
白沙“三月三”节庆活动
组委会也向八方宾朋发
出热情的邀约：“让我们
相聚醉美白沙，共度这
一场民俗盛宴。”

白沙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中部偏
西，坐落在黎母山脉中段西北麓、南渡江
上游，地处五指山腹地，辖区面积为
2117平方公里，总人口近20万人，是全
国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也是海南省生
态核心区及水源保护区，被誉为“山的世
界、水的源头、林的海洋、云的故乡”。

这里群山苍翠，湖泊河流遍布，这
里遍布着一个个景致如画的生态茶园，
这里更不乏源远流长的黎苗民俗文
化。作为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白沙罗帅村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老周三村入选“全省十大最美
乡村”、芭蕉村入选“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等。此外，白沙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老古舞”与黎族泥片贴筑制陶
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在此，诚挚邀请大家在参加白沙
“三月三”节庆活动之余，多在白沙走走
看看，感受白沙的风情与魅力。

2017年白沙“三月三”会场盛况。

2018年白沙篝火狂欢文艺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