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自贸区自贸港金融服务的全新课题，海
南中行开展体系性“能力提升工程”。学习省委、
省政府的经验，先后组织中层干部到上海、福建、
广东、浙江、辽宁等自贸区和雄安新区调研，利用
跟随省委、省政府代表团赴海外招商的契机，组织
人员到鹿特丹、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地进行实地
调研；举办自贸区自贸港业务培训班，深入再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读书班；开展FT账户专业知识全员培训全员
测评，实现100%达标，初步形成领先同业的自贸
区自贸港金融服务的“知识差、信息差、信心差”。

创新风险防范机制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内容。海南中行坚持“稳健经营”的理念，主
动帮助企业化解经营和资金风险，在实现自身稳健
发展的同时，为海南金融市场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与此同时，海南中行持续加强内控合规管理，
连续四年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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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无”目标，
并针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形
势，积极完善金融“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融资”

“三反”制度，并主动前瞻研究增加了“反套利、反欺
诈”的“五反”制度。

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海南中行认真落实
总行机关部门“两个创建”要求和省政府《提高政府
执行力十五条措施》，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
务客户、服务基层、服务员工”的体系性效率。对标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坚决向改
革要效益、要市场竞争力，持续推进内部改革，强化
干部交流、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整合机构职能，实施
渠道效能提升、管理者能力提升、青年人才队伍建
设等七大基础工程。

2019年是海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
实年，也是海南中行成立105周年。作为海南唯一
的百年金融老店，海南中行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全球
化、多元化、专业化的优势，发挥在世界大多自贸区
自贸港所在地均建有海外分行的金融实务特长，发
挥长期以来在跨境金融、贸易金融、海外离岸金融、
自贸区金融创新等领域的经验积累，支持海南、服
务海南、建设海南，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贡献中行智慧、中行力量和中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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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自贸金融服务的探索者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服务海南自贸区建设纪实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
口宣布，党中央支持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
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
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
系。一年来，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下称“海
南中行”）贯彻中国银
行总行“建设新时代全
球一流银行”的发展战
略，认真落实总行支持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的决策部署，发挥中
国银行全球化经营优
势，强化海内外联动，
持续加大金融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力度，勇当海南自贸
金融服务的探索者，率
先实现海南自由贸易
账户（FT账户）上线和
多项业务首发，助力政
府百日大招商项目行
动，为数十家总部经济
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
务，做好59国人员入
境旅游免签的金融服
务，确立了海南自贸金
融服务的阶段性领先
地位。

“中国银行将向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提供‘融资、融智、融商’等
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全力支持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18年5月21
日，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四
清来琼拜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时表示。

作为成立于1912年的百年金融
老店，中国银行秉持“为社会谋福利，
为国家求富强”的宗旨，在我国发展

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和历史节点上都
有其足迹。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银行作为
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2018年5月
14日，中国银行总行党委会就审议通
过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政策
方案，明确17项具体支持措施。

去年5月21日，陈四清与中国银
行副行长林景臻赴琼调研并与海南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举行会谈，递
交《中国银行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金融服务方案》，提出“融资、融
智、融商”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去年10月27日和今年3月27
日，中国银行刘连舸行长先后两次来
琼拜访多位省领导及海口市、三亚市
主要领导，推动中国银行支持海南重
大项目建设。

中国银行多次召开执委会、专

题会、现场会具体推动：取消贷存比
管控，给予专项贷款规模倾斜，确定
近40个重点授信项目库并由总分行
共同推动，授权开展全物业类型个
人商业用房贷款业务，扩大分行风
险总监公司授信审批权限，扩大自
贸区业务授权，选派总行和部分省
市自贸区分行业务骨干到琼支持工
作……一系列差异化支持政策稳步
落地。

自由贸易区最大的特点就是“人
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FT账
户体系就是资金自由流动的重要金
融基础设施，也是全面实现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的重要载体，更是居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12个先导项目之首，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2018年9月18日，人行海口中
心支行明确海南中行为海南FT账
户体系上线的试点银行。作为首
批试点银行中唯一的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海南中行在省委省政府统
筹部署下，在人民银行的专业指导
下，在总行的高度重视下，在上海
分行的全力帮助下，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等诸多挑战，完成了 FT 账
户系统开发、案例测试、制度制订、
业务授权、全员培训等全流程准备
工作并首家完成人民银行专家组
验收，确保了2019年 1月 1日正式
上线。

FT账户在海南从无到有，让更
多的企业了解FT账户是确保成功上
线的重要基础。海南中行凭借FT账
户的运营经验和专业能力，先后与省
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工商联、海口市
政府、洋浦开发区管委会、文昌市政
府、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海南发控、
中免集团、海南国贸等单位联合举办
了46场政策解读和客户推介活动，
近2000人参加。

海南中行在FT账户试运行和正
式上线后交出一份符合省委省政府
发展战略的沉甸甸“成绩单”：2018
年12月28日8时8分，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第一个FT账户在海南中行开
立，开户单位是体现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战略定位的中免集团三亚
海棠湾国际免税购物中心。随后，海
南中行全省19家管辖机构全部开立
当地首个FT账户，全岛91家网点均
能够办理FT相关业务。截至目前，
海南中行累计为2000多家企业开立
FT主子账户超8000户，市场份额超
70%。

海南FT账户上线以来，海南中
行实现了多笔业务突破：首笔跨境

汇款、首笔FTN出口信用证项下的
押汇、首笔 FT 对公人民币贷款投
放、首笔 FTN 非居民贸易融资授
信、首笔跨自贸区FT联动业务、首
笔海南FT跨境联动业务……据统
计，自FT账户上线以来，海南中行
推出的“金融创新业务首单”已达
20余项。

“地域覆盖最广，开户客户最
多，业务品种最全，授信业务突破，
业务办理顺畅。”实践证明，海南中
行在FT账户建设之初提出的目标
得到全面的落实，达到了省委、省政
府满意、客户满意、人行外管监管机
构满意、中国银行总行满意“四方都
满意”效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海南
中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力
支持海南自贸区建设。截至 2018
年末，海南中行本外币贷款余额近
780亿元，比2014年末增幅84%，重
点支持了海南核电、西环铁路、三亚凤
凰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亚龙湾
申亚奥特莱斯、富力海洋公园、景颐
索菲特酒店等旅游项目，东方园林和
海口城投的万绿园和凤翔湿地公园
改造PPP项目等。2017年-2018年
本外币公司贷款余额持续保持四大
行第一，同时通过FT项下融资方式
创新，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了
融资成本。据了解，进驻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的重点企业和项目，近100家
已经选择与海南中行建立了深度合
作关系。

海南中行发挥中国银行全球化
网络优势，不断强化海内外联动，为
政府海外招商引资、企业“走出去、引
进来”搭建平台。2018年7月、2019
年2月，省委、省政府先后派代表团
赴迪拜、新加坡、香港开展经贸交流
活动，到英国伦敦举办招商推介会，
海南中行联动中银香港、伦敦分行、
新加坡分行、迪拜分行，全力协助政
府开展经贸和招商推介活动。认真
落实沈晓明省长对金融机构提出的

“四个一”要求，推动建设海口江东新

区国际金融大厦，引进四川某特大型
投资集团下属区域总部。

支持民营经济既是落实中央部
署，也是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内容。海南中行认真贯彻中
央和省委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落实
《中国银行支持民营企业20条》，加
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先后与海南潮
汕商会、海南江苏商会签订“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合作协议，整合设立普
惠金融事业部。2018年末，该行民
营企业授信余额突破200亿元，占全
部公司贷款余额近50%；采取总行与
淡马锡合作的“中银信贷工厂”新模
式，累计发放贷款近12亿元，支持中

小企业150户；累计为小微企业主和
个体工商户投放贷款1400余笔、金
额超17亿元。

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是
推动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重要举措。海南中行围绕该政策推
出了外币兑换、“入境零钱包”、外卡
收单等多项便利的外汇金融服务。
目前，在全省92家中行网点全部可
以兑换外币，最多可兑换英镑、港币、
美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瑞典克朗
等27国外币，成为全省兑换币种最
多、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海外游客最
多的银行。

海南中行持续优化机构布局，升
格儋州分行，新设乐东支行、海口朱
云路等4家支行，完成三亚凤凰路等
13家网点搬迁改造，以中国银行推出
APP 3.0版本为契机，持续优化移动
金融功能，手机银行月活交易客户数
突破12万户，增幅超80%。

2018 年 10 月 26 日-27 日，中
国银行总行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合作举办“高标准高质量建
设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
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两场
国际研讨会，总行刘连舸行长出席
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中银国际研
究公司曹远征董事长作了主题演
讲。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正在
紧锣密鼓的筹建之中，将致力于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金融智
力支持。

优化营商环境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基础条件。今年3
月，海南中行率先对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
厅下属的海南省党政信息中心，致力于打造连接
B端和G端的数据信息传递通道，成功实现35项
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共享。通过此通道，在海南中
行开户时间缩短半个小时，开户时间有效控制在
1小时内，成为改善我省企业营商环境的一个经典
案例。与此同时，海南中行正在按照监管机构的
部署，全力做好取消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相关准备工作，取消开户许可证后，企业可以实
现“当天申请、当天办理、当天开户、当天入账”的
极简金融审批服务。

建设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是海南投资监
管制度和贸易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海南中
行作为这个“单一窗口”试点行及牵头行，率先完
成了相关系统的开发和测试工作，积极配合省商
务厅和省政务中心等政府职能部门协助某外商投
资企业完成首笔“单一窗口”线上工商注册、商务
备案，并成功办理首笔“单一窗口”线上银行预约
开户业务。

提高银行窗口服务水平是优化我省营商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中行在获得2016度全省
党风政风行风社会公开评价中名列108家参评单
位第一的基础上，致力于搭建与自贸区相配套的

“窗口服务”体系，在全省机构网点创新推出智能
柜台，丰富手机银行功能，成立私人银行中心，在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设立唯一一家网
点，连续19年成为博鳌亚洲论坛指定服务银行，
支持亚龙湾奥特莱斯中心建设……一系列务实举
措的背后，是海南中行围绕“窗口服务”改善金融
营商环境所做出的持续努力。集百年中行之力 | 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发挥专业优势 | 实现海南FT账户首发优势和领先地位

运用全球化经营优势 | “融资、融智、融商”服务海南自贸区建设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助力推动海南营商环境优化

强素质防风险转作风
提升服务海南自贸区的体系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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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大同路上的中银大厦。

海南中行“成绩单”
2018年12月28日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第一个FT账户
在海南中行开立

截至目前
海南中行累计为2000多家企业
开立FT主子账户超8000户

市场份额超70%

实现20余项FT账户业务首发
全国首单FT账户联行代付项下融资性风险

参与业务获选海南自贸区制度创新案例

截至2018年末
海南中行本外币贷款余额近780亿元

比2014年末增幅84%

2018年末民营企业授信余额突破200亿元
占全部公司贷款余额近50%

海南中行为三亚海棠湾国际免税购物中心开立第一个海南FT账户。 （本版图片由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