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规划愿景：

抢抓机遇，勇于创新，不懈探索，
初步形成具有海南交行特色的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打造交通银行
自贸港金融产品创新先试先行基地，
建设自贸港特色金融服务最佳银行
品牌。

■■■■■ ■■■■■ ■■■■■

创新改革 强化统筹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多角度深层次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每个时间节点的齿轮运
转，都有各行各业的无数
人在默默努力。

2020 年 6 月 1 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
方案》）正式公布，自此，
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新
的阶段。作为国有金融
领域的重要一员，交通银
行海南省分行也掀开了
服务自贸港建设的新篇
章。无论从战略规划顶
层设计，还是发挥优势，
突出重点业务方面，该行
均细致谋划、精心部署，
力争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战略＋机制”
做好服务自贸港的顶层规划

“精准+特色”布局自贸港产业金融服务

抢抓新机遇 奋进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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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技”搭建自贸港金融服务平台

海南自贸港建设掀起热潮，“创
新”“科技赋能”等词语，也成为交行
海南省分行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高频
词汇。作为金融开放的前沿阵地，海
南自贸港是金融创新改革比拼的舞
台，交行海南省分行借助总行在跨境
金融服务方面的天然优势，在海南自
贸港精准谋局，探索打造自贸区内跨
境金融服务支持体系。

海南FT账户体系是海南自贸
港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一项含
金量非常高的重要金融制度创新。
在交行总行、上海分行的大力支持
下，交行海南省分行FT账户系统于
2019年6月17日成功上线，并实现
多项首单创新业务落地。

如何多方联动，创新思路，以国
际化、全球化的平台和视角，为当地
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咨询、资源引进
等全方位服务，是交行海南省分行的
探索重点。对此，该行主动出击，加

强政府平台建设，上线“海南省外商
投资企业单一窗口”系统，成为首批
4家上线行之一，为海南自贸港优化
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该行还积极与省市两级自贸港
重要招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搭
建来琼投资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成为
自贸港全球招商服务平台首批合作
银行。

“我们看中的是交行全面、专业、
优质的金融产品和贴心、热情的服务
态度。”正如一位企业负责人坦言，交
行总能第一时间提供贴心的全方位
服务。

事实上，“强化科技赋能，加强
金融服务创新”也已经写在交行海
南省分行接下来三年的战略规划
中，据了解，该行将发挥专业、信息
和技术优势，积极开展与重点地方
交易场所的系统平台对接，通过嵌
入产品拓展市场参与主体和终端基

础客户。在加快住房租赁业务创新
的同时，利用外资企业资本金使用
范围放宽的政策机遇，通过股债贷
联动等创新科技金融产品，进一步
拓宽产业融资渠道。在依法合规、

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支持涉海
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股权、知识产权
开展质押融资，研究推进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金融
科技成果在自贸港率先落地。

“基础+重点”支持自贸港建设大项目融资

海南自贸港建设必定伴随着
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交行海
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
持续关注重点，支持重大项目融资
需求。

首先，交行海南省分行将围绕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条主线，紧
抓自贸港在 5G通信网、高速公路
网、水网、天然气网、智能电网建设方

面提速发展的业务机遇，围绕“智慧
海南”建设加强金融服务。同时，该
行积极支持“中国洋浦港”船籍港项
目建设，支持自贸港海底光缆等项目
建设。该行将建立项目管理清单，通
过债券承销、地方债投资等多种方式
支持交通、通讯、能源等领域重点项
目融资需求。通过发行并购票据、双
创债等债券产品，支持文昌国际航天

城、三亚深海科技城等产业平台和园
区主体的融资需求。

围绕海南省12个重点产业开展
业务布局，重点关注港口、现代物流、
酒店、旅游景区、医药制造、医疗健
康、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等行业排
名靠前、资质较好、发展呈上升势头
的企业和项目，发挥燃气、城市水务、
教育、医疗四大领域专项授权以及先

行试验区专项授权、总分行级支持类
集团预授信授权的政策优势，服务优
质项目及客户。

此外，该行针对园区内人才的融
资需求，提供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
款、惠民贷等各类融资产品。同时结
合自贸港离岛免税购物政策，针对信
用卡客户开展消费免息分期、增加临
时消费信贷额度等专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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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百年历史的交通银行进驻海南
已近30年，近30年来交行海南省分行
一直致力于与海南同发展、共进步。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伊始，交通
银行总行、分行层面便对海南给予高度
重视，将海南自贸区工作推进与海南省
分行战略规划重点相结合，形成分行支
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实施方案，6
月1日，《总体方案》公布，总行又迅速出
台《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业务发展
的意见》。”交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交行的战略蓝图非常清晰：抢抓机
遇，在海南省委省政府、总行党委的正确
指导下，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度融入海
南发展大局，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该行负责人表示，历史性机遇为省
内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和发挥
更大作为提供了广阔平台，交行必须以
高度责任心，抢抓历史机遇，扛起交行
担当。

服务自贸港建设，机制应先理顺。
对此，交行海南省分行在机制建设上迅
速行动、快速组队。在机制的构建上，交
行海南省分行按照“班子领军、条块结
合，各有侧重”的原则，成立若干自贸港
业务推进小组；建立专项资源配置机制、
奖惩机制，充分调动专项团队的营销服
务积极性。

在信贷政策完善方面，该行及时精
准对接重点项目及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相
关产业，充分运用专项融资授权政策，为
重点项目“造血”“输血”；围绕海南省十
二大重点产业、重点园区及基础设施“五
网”建设，不断调整完善信贷政策，增加
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消费金融业务，聚
焦离岛免税等消费新业态，加大信用卡
市场活动资源的投入，打造消费金融品
牌，全力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建设。

在资源调动方面，该行与省地方金
融局、人行、外管局、银保监局加强沟通，
积极参与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研究和
自贸区业务推进；主动对接发改、财政、
商务、工商等当地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各
类招商推介，主动提供金融服务。

一项项措施、一次次行动，逐渐勾勒
出交行海南省分行在金融助力自贸港经
济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的画卷。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苏为祥：

勇立潮头 发挥优势
争做自贸港金融服务最佳银行

站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起点，交行海南省
分行将如何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支持海南
自贸港建设，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常态？
交通银行作为唯一拥有离岸金融业务牌照的国
有大行，具体如何利用离岸牌照优势，提升贸易
融资及跨境投融资服务水平？近日，交通银行
海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苏为祥向笔者详谈
了该行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方案举措。

据了解，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公布，交通银行
第一时间落实《总体方案》要求，快速出台了《支持
海南自由贸易港业务发展的意见》。

苏为祥表示，交行把深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作为最重要的着
力点，支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综合保税区等岛
内重点园区建设，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举全
行之力，加快培育具有自贸港特色的金融服务体
系。

据介绍，自2018年以来，交通银行在政策、资
金、渠道建设等各方面全方位支持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同时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实现了FT账户上线，
并充分把握当地外汇政策创新机遇，国际业务实现
了多项首单创新业务落地。接下来，海南自贸港建
设也必将推动海南金融业对标金融发展前沿，对接
国际金融市场，以更大的力度进一步加快制度创
新。

“交通银行是目前唯一拥有离岸金融业务牌照
的国有银行，在离岸金融上有一些先天的有利条
件，我们也会尽量发挥优势，做出特色。”苏为祥说，
具体而言，在升级贸易融资服务方面，该行将抢抓
建设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基地的
政策机遇，搭建客户服务应用场景，为自贸港企业
提供一点接入、一站式跨境业务线上服务，全流程
办理多渠道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同时，该行
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积极引入中信保等
风险分担缓释机制。

另外，该行也将强化跨境投融资服务，主要依
托集团综合化经营及国际化网络服务总部经济发
展；主动对接同业、金融基础设施、行业组织、交易
所等平台，拓宽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的信息渠
道，积极推动跨境资产转让业务发展；结合监管部门
关于在跨境融资领域探索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要
求，为企业提供配套金融服务；配合自贸港简化相关
汇兑管理政策，做好境外上市外汇登记等外债资金
汇兑便利化服务。

此外，苏为祥也提到，交行长期积极支持海南
经济建设与发展，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以来，该
行集中了公司、授信、投行、国际等资源优势，对海
南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实行名单式管理，提供全方
位服务，部分重点招商大型企业已陆续开展授信等
相关业务。今年上半年为包括污水处理、物流仓储
等省级重点项目在内合计105个项目审批给予200
亿元的授信额度。同时，该行着手缓解本土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题，2018年以来累计发放支持小微企业
贷款89.18亿元，支持小微企业客户2848户。

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具体举措，苏为祥表
示，财富管理也是交行海南省分行高度重视的领
域。目前，交通银行为零售与私人、公司、金融机构
等各类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形成了“沃德财富”

“蕴通财富”“领汇财富”“惠民贷”“最红星期五”等
全系列品牌架构，能够满足自贸港大潮下各类客群
的财富管理需求。

“结合自贸港建设，我们还将积极借鉴国际金
融市场上的成熟产品，重点关注具有套期保值、风
险对冲功能的金融产品并进行推广，持续加大系
统、人才、金融科技等配套资源投入。”苏为祥说。

海南自贸港的金融服务是以服
务实体经济为前提的，对标《总体方
案》，交行海南省分行针对特色产
业，进行精准的金融服务开发，最大
程度为海南自贸港特色产业提供金
融支持。

据介绍，交行海南省分行将聚

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做强旅游投融资、跨境
支付结算等金融产品，服务渗透旅
游全产业链。运用快易收、快易付
等产业链特色产品推动保税仓储、
转口贸易、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发
展。加强对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

贸易、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高新
技术产业核心企业的营销拓展，积
极为具备关键技术的重点企业提供
综合化金融服务。

同时，该行提升贸易融资及跨
境投融资服务水平。加强配套，升
级贸易融资服务，一是抢抓建设海
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基地的政策机遇，加强区块链技术
在贸易融资领域的运用。二是打造

“智慧跨境”平台，全流程办理网银
等多渠道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业
务。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
用，推动线上融资产品的应用推广，
实现“产业链融资+结算”的全线
上、零接触、高时效在线金融服务。
同时，加强研究，强化跨境投融资服
务。服务总部经济发展，主动对接
同业、金融基础设施、行业组织、交
易所等平台，拓宽贸易融资资产跨
境转让的信息渠道，积极推动跨境
资产转让业务发展。紧跟监管政策
动态，配合自贸港简化相关汇兑管
理政策，做好境外上市外汇登记等
外债资金汇兑便利化服务。

该行多措并举，打造特色航运

金融服务。为购机、购船融资需求
提供抵押融资、预付款融资、购置贷
款、租约融资等金融服务。通过
交银租赁子公司开展售后
回租、直接租赁
等服务，为
航 运

企业盘活固定资产。并结合自贸港
航权放开政策，为航运企业提供配
套金融服务。为大型航运集团改善
流动性、降低杠杆率的需求，定制资
产证券化产品，提供“互联网+航运+
金融”的投融资、结算集成化金融服务
方案。

交行海南省分行主要负责人表
示，自贸港是金融制度创新的“试验
田”，这对于银行来讲是极具挑战，
也最具吸引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交行海南省分行将持续秉承交
行精神、发扬特区精神，勇挑时代重
任，以奋斗者的姿态，继续书写春天
的故事，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出新
的贡献。 （本版撰文/裴林 龙珊）

➡ 在交通银行海南省
分行营业部，该行工作人员
为客户办理业务。 阮琛 摄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向客户介绍业务。 阮琛 摄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受理客户咨询。 阮琛 摄

交通银行海南
省分行营业部工作
人员引导客户办理
业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