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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逐浪 乘风而上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贡献
“招行力量”
——写在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成立7周年之际

深耕实体
砥砺奋进跑出发展“加速度”
今年 9 月，招商银行全新概念的 3.0
网点亮相三亚，
这是一家创新和温度并存
的智能型网点。在开业现场，
招行海口分
行行长赵悦回顾了海口分行的发展历程：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自 2012 年开业以来，
不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幻，
都始终坚持朝着
建设
‘岛内特色鲜明、
市场优势显著、
客户
体验最佳、
员工幸福感最强的海南最佳商
业银行’
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
”
行胜于言。开业 7 年，招行海口分
行有系列创新之举，从率先在海南引入
可视柜台、率先推广 ATM“刷脸取款”
业
务，到推行网点“无卡化”、大手笔布局
3.0 网点……招行海口分行始终走在服
务创新和战略转型前列。”
2018 年起，招行提出把 MAU（App
月活跃用户）作为零售业务发展的北极
星 指 标 ，推 动 零 售 业 务 从“ 卡 时 代 ”向
“App 时代”飞跃。海口分行积极落实
总行战略，截至目前海口已有超过 30 万
用户下载使用“招商银行”App，实现了
95%的网点服务通过 App 即可完成。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从成立之初
迅速融入海南市场，到不断夯实管理基

础，持续提升市场竞争能力……今天的
招行海口分行已经成功跻身海南股份制
商业银行前列，市场份额逐年提升，成为
海南金融市场有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
力的重要生力军。
良好的发展势头也让招行总行坚定
了在海南深度布局的决心。开业第 7 年
的招行海口分行亮点频现。
今年 6 月，首家“总-分模式”复制推
广的 FT 账户顺利在招行海口分行上线，
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自贸金融服务；
今年 6 月，分行首单农民工工资保函落
地，成为当地同业首批落地该项业务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今年 8 月，分行累计成
功协助海南省政府发行 3 批项目收益专
项债，树立了全省发行非标准型项目收
益专项债的行业标杆。业务布局上，招
行海口分行与海口、三亚、文昌、琼海、澄
迈 5 市县签订服务协议，落地金融服务
全区域覆盖；紧跟海南招商引资、吸引总
部企业落地、发展总部经济机遇，与一系
列新入驻的总部企业达成合作共识。
目前，招行海口分行各类型网点数
量已有 9 家，截至今年 11 月 23 日，招行
海口分行各项存款余额 177 亿元，分行
各项贷款余额 118 亿元。开业 7 年来累
计为海南省交通运输、度假旅游等支柱
行业，以及 120 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各
类融资 475 亿元。资产与规模均实现快
速、健康发展。

坚守本源
做不忘初心的“服务者”
入驻海南以来，无论经济冷暖，招行
海口分行始终全力融入服务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潮中，从重点项目建设到民
生保障，从产业升级到企业转型，在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总有招商银
行海口分行的身影。
“海口招行的团队专业度高、
效率快，
又能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
在我们困难的
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渡过了难
关。
”
回想起融资困难时的那段经历，
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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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市民好评。

逐梦前行
以责任传递大爱情怀

招行海口分行办公楼外景 。

在追逐梦想的征程中，奋斗者的足
音总是铿锵有力。
2012 年 11 月 23 日，作为海南省委、
省政府“引银入琼”战略的“果实”，在业
界有“零售之王”之称的全国性股份制银
行“佼佼者”——招商银行正式入驻海
南。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的成立，如强劲
的东风，在海南金融市场这一池春水掀
起了层层波澜。
从成立之初的一株幼苗，到如今扎
根海南、枝繁叶茂，7 年来，招行海口分行
以乐观、忠诚、昂扬的品质，栉风沐雨，用
行动开拓出一条“客户满意度高、员工幸
福度强”的特色发展之路，以实实在在的
成绩树立起实力过硬、经营稳健、民众喜
爱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形象。

一家医药企业财务负责人感慨道。
将视角置于全省：7 年来，招商银行
海口分行不断优化信贷投放方向，搭建
银政、银税、银企合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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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棚户区改造方面，2016 年支持海
口市棚改和基础建设投资基金，是所有
参与银行中投资份额最大的银行；
在支持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方面，
联合省内外 3 家金融机构一次性解决了
省内某大型主题乐园项目 25 亿元的融
资需求，避免了客户拆分融资、多头融资
的困难；
今年，招行海口分行还与海南省自
由贸易试验区十二个先导性项目之一的
南繁科技城签署全方位银企战略合作协
议，从在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产业人才社
区等方面，为南繁科技城提供多样化综
合性的金融服务。

“与地方经济同呼吸共命运，回归本
源、服务实体经济，是招行作为金融机构
的天职，也是招行海口分行实现自身最
佳发展的必然要求。”招行海口分行一位
负责人表示，海口分行不仅融资，更致力
融智，以实体经济痛点需求和短板为突
破的重点，
努力提高金融供给质效。

致力创新
擦亮招商银行服务“金招牌”
优质的服务是招商银行享誉业内
的“法宝”。截至今年 10 月，招行海口
分行辖属星级网点 2 家，其中获得银行
业协会颁发的“千佳网点”1 家、
“百佳网
点”1 家，成为省服务优秀网点占比最高
的银行。
“每次来招行海甸支行办事我都觉
得很温馨。”家住海甸岛的赵阿姨说，
“一
进门就有人接待我，大堂有热茶水喝，填
单看不清时还配备了老花镜，不会用手

机操作的时候大堂经理手把手教我！”
便民、利民、惠民，这不是口号，而是
真真正正体现在日常服务的细节中。海
口分行大力开展一线服务流程及礼仪培
训，出台服务评优办法，出台消费者保护
工作方案，有力地提高了一线人员的服
务意识、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招行新推出的党费云平台又快又
智能，缴党费不会出错！”海口市民刘先
生开心地说，他的单位最近上线招行海
口分行的线上党建智能缴费工具，告别
了现金交党费的时代。
创新与智能，是招行 3.0 转型道路的
关键。如今招行海口分行省内网点，智
能设备已实现全覆盖，九成以上的个人
金融服务都能通过各类智能机具完成。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招行海
口分行在金融科技战略指引下，不断深
化场景金融服务。招行海口分行与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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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一早，招行海口分行的扶
贫团队又一次驱车赶往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保城镇番文村开展定点扶贫工作。
2016 年以来，海口招行人与当地政
府共同扶志扶智，先后投入近百万元，发
展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打造环村路亮化
工程、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助力番文村一
步步甩掉穷帽子。
在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
招行海口分
行一直秉承
“源于社会、
回报社会”
的企业
社会责任理念，
将企业公民的理念延伸至
扶贫、
教育、
环保、
公共卫生等众多领域。
成立至今，
招行海口分行始终关注海
南儿童的教育发展，7 年来，坚持举办各
类亲子主题活动、文体科教体验活动，为
孩子接触社会学习技能提供良好平台。
在提高全民金融知识方面，招行海
口分行持续宣传，通过进企业、进社区多
种渠道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帮助广大
市民提高金融知识和防诈骗能力。
结合海南生态发展理念，招商银行
海口分行将战略偏向新兴产业、企业转
型升级和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绿色生态
等多个绿色产业，信贷资源优先投入绿
色领域。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加快推
进，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速换挡时
期，招行海口分行将发挥更多的金融支
撑作用，为实体企业降本节支提质增效
提供更具特色的产品。
“我们将以不变的初心，携金融科技
的基因，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金融
智慧力量。”招行海口分行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深度拥抱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机
遇，以“打造海南最佳商业银行”为目标，
用更加饱满的热情锐意进取，奋勇拼搏，
续写好新一轮持续健康发展新篇章。
（撰文/慧文 林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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