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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海口市民赵平在家
打开“平安口袋银行”APP，用“新一
贷”申请贷款，瞬时到账了20万元消
费贷款，这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利
用科技手段，让百姓市民随时随地
享受金融的便利，这也是平安银行
海口分行近几年转型的一个缩影。

2016年下半年，平安银行拉开
了零售战略转型的大幕，其中“科技
引领”就是该行战略转型的驱动力。

“以零售为核心，打造领先的智
能化零售银行”是平安银行的总体
愿景与核心战略。四年来，平安银
行把握金融科技时代的发展趋势，
以互联网思维，积极应用先进科技
对银行进行战略革新、管理革新、流
程革新、产品革新、风控革新、运营
与服务革新，发力基础零售、消费金
融与私行财富“三大板块”，提升成
本控制与风险控制“两大能力”，全
力打造“中国最卓越、全球领先的智
能化零售银行”。

平安银行的核心宝藏，也是科
技。几年前，平安银行便确立了深化

“金融+科技”、探索“金融+生态”的战
略规划，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大数据和安全等五大核心技术为
基础，深度聚焦金融科技领域。

4年来，平安银行持续加大科

技投入，不断升级优化其口袋银行，
通过AI算法实现千人千面；用互联
网思维优化流程；通过主账户功能，
引流生态客户。截至2020年6月
末，平安口袋银行APP注册用户数
突破1亿户，月活跃用户数3192万
户，客户数是四年前的4倍，月活数
是四年前的近5倍。

这一点在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
业务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据统计，
至2019年底，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服
务海南省个人客户达到70万人，零
售业务员工占比已达到65%以上，零
售业务的营收和利润贡献占比达到
60%以上，零售转型取得良好成效。

如今，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东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依托集团

“金融+科技”战略，通过综合化、专
业化及科技化三大能力全面提升私
人银行服务，为客户搭建跨产品、跨
机构、跨市场的投融资一体化服务
平台，实现资产的全球配置，以及家
业的平安传承。该行立足高净值客
户的差异化需求，打造开放式产品
平台，产品线完整覆盖股权、证券二
级市场、固定收益类资产、海外资产
各类产品，满足高净值客户个性化
资产配置需求，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平安银行入驻海南25周年
科技+创新 打造新型智能化零售银行

建省办经济特区至今，改革开放一直是海南“立岛之本”。
上世纪90年代，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一家重要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勇立潮头，锐意入琼。1995年12月18日，深圳发展银行海口分行（今天的平安银行海口分

行）正式成立，这是进驻海南最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2012年，这家银行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原深圳发展银行与原平安银行“牵手联姻”，合并成立了新的平安银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发展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至2020年6月底，

海口分行共有11家营业网点，其中海口城区支行7家，其他市县支行4家。服务海南当地近70万个人客户、2.7万小微企业客户和0.5万企业客户。
25年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从深发展平稳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近几年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立足海南区域特色，发挥平安集团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零售、政府、央国企、普惠四大客群开

展金融服务，加大文化旅游业、城市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大消费板块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与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
赋予海南的历史使命，平安银行海口分
行作为入驻海南实际最久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之一，见证着海南的发展变化，
也必将深度参与到海南历史发展的每
个阶段。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也有特色优势。

据悉，1996年，平安银行（原深圳发
展银行）就获批经营离岸银行业务，成
为中国最早开办离岸金融的银行之
一。平安银行在离岸金融业务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成功叙做了一批海
外并购、离岸跨境融资等标杆项目，已
经成为跨境投融资领域最专业、最活跃
的离岸银行之一。

平安银行作为国内四家具备离岸
牌照银行之一，可向企业发放包括内保
外债等低成本离岸贷款，引导企业境内
授信境外放款，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

据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平安银行可满足企业境外发债需
求。利用平安全牌照优势，通过平安银
行备用信用证担保，香港平安证券承
销，为自贸港内优质企业发行境外债
券，投资人为海南各家银行FT账户及
境外投资者。企业可通过平安银行备
用信用证担保将债券评级提高为投资
级，在降低债券票面利率的同时，也吸
引更多境外投资者关注，成功亮相国际
资本市场，为后续境外多形式融资打通
道路。

目前，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已在紧锣
密鼓地为本省几家重点企业进行境外
评级等准备工作。

充分发挥要素交易类企业的跨境
供应链能力，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可对国
企央企控股的要素交易类企业提供定
制化跨境结算以及融资的监管方案，打
造其跨境要素交易的供应链全链条能

力，打通大宗商品、知识产权等要素交
易的境内外一体化服务。

在跨境金融方面，平安银行海口分
行近两年重点关注资本项下的投资项
目，为省内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资本项下
金融结算方案，目前已为多家上市公司
办理外商企业并购境内股权、外商企业
转让境外股权至境内、境内企业转让境
外股权等业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指出在自贸港发展下将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
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作用，提升政府服
务和治理水平。对此，平安银行海口分
行也发挥特色，快速参与。

今年年中，由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引
荐、平安智慧城市以及海口某政府单位
合作的智慧平台项目成功实现签约，后
续将通过平安科技力量为政府搭建智
能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

术，帮助政府全面清理管理数据，以可
视化分析手段展示收支情况、资产、负
债、投资项目等关键数据，并辅助提供
智能报告和智能APP，帮助政府进一步
摸清家底，盘活资产、提升资产的流动性
和价值，助力政府提升管理水平。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金融服务终是浓
墨重彩，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也将在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中留下自己特色的一笔。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刘峙表示，随着海南未来有更多、更大
的项目涌现出来，平安银行也希望发挥
自身作用，把各方渠道资金引入到海南
来，平安银行可以提供一揽子的金融解
决方案，以开发贷款、租赁、股权、债权、
基金等形式，为海南省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实实在在的、真金
白银的金融服务。
（本版策划/裴林 本版撰文/裴林 吴泽
慧 本版图片由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供图）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的天职，
支持企业的发展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
要体现。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着力做精做强“行业银行、
交易银行、综合金融”三大业务支柱，推
动特色化经营、生态化布局，打造平安
集团团体综合金融业务的“发动机”。

众所周知，除了平安银行，平安集
团还拥有证券、信托、租赁、资管、不动
产、险资投资等各项金融牌照，平安银
行作为集团团体金融的发动机，充分运
用集团“金融+科技”综合服务能力，发
挥银行渠道优势及集团综合金融优势，
以证券、信托、租赁、资管、不动产、养老
险投资等平安投融系子公司为主要合
作方，通过“商行+投行+投资”方案满足

客户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多年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也始终

以解决客户痛点为工作重心，为企业打
造全方位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发挥
平安综合金融优势，覆盖企业全生命周
期、全产业链、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综
合服务平台，帮助海南企业拓宽资金融
通渠道。

这一点也在数据中得到了体现。
截至2020年10月，在综合金融业

务驱动下，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通过“引
进来”与“走出去”两条腿走路，积极引
进各家平安投融资公司投资海南以及
不断向集团引荐海南优质资产，今年有
效帮助海南当地企业实现业务融资
40.16亿元，客户行业涵盖文化旅游、交

通运输、地产开发、民生消费等多个领
域，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借
助集团全产业链优势，利用科技力量，
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智慧城市建设，
在海南智慧金融及监管服务体系、交
通、财政、司法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共同促进海南自贸港的进一步发展，
助力打造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方
案提出“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具有海南特
色的合作竞争新优势”。同在6月，在平
安银行海口分行的长期跟踪及服务下，

该行成功引荐平安某投融公司对接三
亚市某国资集团提供旅游项目建设融
资资金支持4亿元。7月便与该集团签
约战略合作协议，后续将重点为三亚旅
游景区项目开发提供融资方案策划、融
资业务咨询、融资方案实施咨询等服
务，进一步推动三亚旅游消费、旅游景
区开发、旅游资产并购等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旅游行业加
速发展。

据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将持续关注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助力企业融资，将聚焦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对新入驻海南的央企、
国企以及重点园区，为其提供定制化金
融服务，助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生态化布局优势
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综合银行C

今年9月，在海口主营汽车销
售、机动车维修及汽车用品批发零
售业务的郭先生，享受到了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的个性化金融服务——
延期还款，这为郭先生免去了资金
周转的困难。

郭先生于2017年获批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抵押授信额度110万
元。其中用于企业经营的60万元
今年9月到期，但由于受疫情影响，
郭先生无法按期偿还到期本息。平
安银行海口分行核实其受疫情影响
情况后，很快为其办理了延期还款，
延长至2021年3月，有效缓解了郭
先生资金周转紧张的局面、稳定经
营状况。

据介绍，为缓解小微企业因疫
情影响而面临的还款压力，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制定了“延后还款”政
策，对该行小微客户进行临时性延
期还本付息，截至2020年11月30
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共帮助450
户小微企业主通过延后还款的方式
减轻还款压力，累计金额1.869亿
元。

事实上，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一直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践行的金
融责任。一直以来，平安银行海口
分行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依托
平安集团的大数据和征信平台，不
断创新小微企业贷款产品，实现产
品设计、作业模式、营销模式和客户
体验的创新经营模式，是第一家实
现与海南省税务系统直联的银行，
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以“供应
链+普惠金融”作为核心竞争力，借
助供应链数据及平台数据弥补小微
企业缺乏抵押物及担保的问题，从

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据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普惠金融产品主要解决小
微客群的融资难、融资慢问题，平安
银行海口分行普惠金融产品服务的
小微客群具有非常明显的长尾特
征，服务于“真小微”，户均金额相对
较小，仅在20万元左右，处于产业
链底端的微小企业主和个体户占绝
对主体。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很多
客户在多家银行查询过征信，最终
只有平安银行提供了贷款，这从另
外一个侧面反映平安银行真正在小
微、普惠上面切实帮助客户。

此外，平安银行还在贷款流程
上进行了创新，便捷、快速地为小微
客户提供高效服务，解决他们融资
难、融资慢问题。

而可以为小微企业提供高效快
速服务，也得益于平安银行小企业
数字金融（KYB）服务体系，这是平
安银行深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多年
的创新型成果。该平台产品实现手
机扫码自主线上申请，最快60秒完
成审批，10秒放款。该服务模式有
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
题。尤其在疫情期间，平安银行
KYB产品能够让小微企业“足不出
户”，在家就能申请贷款，线上就能
实现审批、完成放款，实现全流程无
纸化、零接触。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
末，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为全省
27941户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其中授信客户达9216户，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30亿元，占股份制
银行总余额的三分之一，大力支持
当地小微企业及实体经济发展。

依托创新+服务
做支持小微企业的普惠银行B

依托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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