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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载步履铿锵拓新路，
九载风潮涌动逐浪行。

9年前的12月28日，
海口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
业，成为海南省第一家农村
商业银行。9年来，海口农
商银行坚持以科技创新引
领改革发展，闯出了一条海
南地方金融发展之路。

从“噼里啪啦”的算盘
声到今天划动手机的“和弦
之音”，从三尺柜台到业界
领先的移动银行网络，从单
纯的存贷汇到琳琅满目的
金融产品……在创新发展
的主旋律下，海口农商银行
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渠道
和方式早已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跻身现代化商业银行
之列；但其服务“三农”、服
务中小微和民营企业、服务
本土经济的“农小土”核心
定位能力不仅没有削弱，反
而不断增强，将服务实体经
济的庞大“根系”扎得越来
越坚实。

创新赋能，海口农商银
行发展更加蹄疾步稳、行稳
致远。截至2020年 11月
底，海口农商银行合并报表
资产超千亿元，存款余额是
成立之初的7倍，累计纳税
额超24亿元，是海南农信
系统中规模最大、质量最好
的机构，位列海南百强企业
第19位、全国农商银行第
26位、全球银行1000强第
669位，成为助推高质量高
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重
要金融力量。

“供应链加区块链，对我们客户来说真
是又方便又安全。”在海南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负责人看来，海口农商银行刚刚创新
研发的“一链通”线上保理业务，实实在在
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将供应
链真正变成了“共赢链”。

这项推出仅1个多月的“一链通”业
务，是海口农商银行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出
的供应链金融新产品，实现了供应链上下
游付款凭证的电子化和安全性，完全线上
办理。作为一种创新业务模式，其不仅有
利于核心企业深度掌控并扶持产业链，也
有助于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共享大企业信
用、降低融资成本，有望推动海口农商银行
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

从成立之初，海口农商银行就确立了
“科技引领”创新发展战略，类似“一链通”
这样的创新，在其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
2011年，海口农商银行在全国农信系统中
第一家上线APP手机银行；2012年，在全
国农信系统第一家完成PBOC2.0金融IC
卡系统上线；2013年，在全国首创ATM防
范出钞口粘贴技术；2014年，推出全国银
行业第一张加载金融功能的RCC手机支
付卡、率先实现手机ATM扫码取款、率先
提出“移动金融”战略；2016年，自主研发
上线医疗移动端“掌上健康”；2017年，推
出“数据驱动”行动计划，搭建了符合该行
特色的大数据平台；2018年，人脸识别、指
纹验证、APP千人千面新技术广泛应用于
各项产品……在金融科技的驱动下，票据
业务、理财业务、信用卡、外汇业务、债券发
行和承销等相继上线，各种创新便民的金
融产品、业务和平台相继研发运行。2020
年11月，积极推动全省海南农信系统拓展
手机银行APP，户数已达272万户，本年累
计交易额1892亿元。

“创新的道路没有尽头，海口农商银行
顺应移动化科技大潮，通过科技创新提升
服务客户能力。”海口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吴敏说，近年来，该行研发推出“惠
银平台”，推进科技赋能“5+”模式。

在“5+”模式下，海口农商银行金融科
技创新正从量变到质变跨越：“移动金

融+社保卡”客户服务模式便捷客户服务、
“大数据+信贷工厂”信贷审批模式助力中
小微企业、“惠银平台+全员营销”员工展
业模式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大堂
管家+stm”网点运营模式提升网点运营效
能、“CRM+客户服务代表”客户营销模式
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金融服务。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农小土”金融服
务也将更加现代化、智慧化，一流的海南地
方银行蓝图正在浮现：

——96%以上的业务可以通过移动终
端自助办理，还为市民提供生活缴费、社保、
公积金业务等涉及民生的普惠金融服务，
客户服务更便捷。

——近三分之二信用卡业务审批由系
统自动完成，无抵押或弱抵押的贷款项目，
大数据全程核查监控，限时审批办结，使得
企业和个人能快速获得信贷支持，贷款授
信更快速。

——打破“三尺柜台”的服务模式，实
现“客户经理在哪儿，金融服务就伸展到哪
儿”，线上线下结合，形成了“银行+社区
（农村）”的全员营销服务网络，金融服务更
下沉。

——简化银行网点服务流程，大堂经
理引导客户在STM智能柜员机上办理各
项金融业务，柜面个人业务极大分流，并通
过大数据支撑，进行精准营销、交叉销售，
还可以对复杂业务预办理，极大减小柜面
操作时间，提升效能，资源分配更科学。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
向的经营理念，将单一业务转变为提供全
方位综合金融服务，让每位客户都有专门
的客户服务代表提供对口服务，服务体系
更立体。

2020年以来，通过“大数据+信贷工
厂”模式，在50万以下普惠贷款额业务中，
信贷经理人均贷款存量户数增加2.05倍，
存量余额增加3.58倍，较传统普惠金融业
务实现明显提升。在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
推动下，海口农商银行服务“三农”、小微和
民营企业、县域经济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正
逐步向“普惠、智能、综合化”发展，努力建设
成为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

金融科技创新
打造服务“农小土”的一流银行1 制度集成创新

打造服务自贸港建设的综合银行2
2020年12月12日，境内外媒体

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第十批制度创
新案例新闻发布会，12项海南自贸
港制度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海南省
委统战部与海口农商银行合作开展
的“评价增信+金融服务”试点项目

“综评贷”，因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民
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明显成效而
入选，在全国尚属首创。

“海南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约占
97%，但大多数企业规模小，实力弱，
贷款资质低，同时金融机构对中小微
企业无法准确评估，风险难以控制。”
海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康拜英
介绍，该模式创新了民营企业融资方
式，打造了融资快速通道。

据悉，该模式把统战系统对民营
企业和企业家的综合评价、信用服
务、金融信贷等多方面的创新成果集
成为一个整体，以综合评价结果为民
营企业增信，企业按评价等级享受银
行信贷政策，银行分类管理，简化审
批流程和材料，在破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上取得了明显成效。该模
式仅试行1个多月时间，参评办理

“综评贷”的民营企业就达20家，已
为6家企业发放贷款1亿元，已为7
家企业审批授信1.6亿元。

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海口农商
银行进一步将制度集成创新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推动体制机制上
的创新，实现1+1>2的集成效应，不
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
平。

进一步发挥“支农支小”服务主
力军作用，海口农商银行整合集成支
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一系列
措施，从信贷资源倾斜、授信政策支
持、提高贷款时效、优化信贷产品等
多个方面创新体制机制和业务模式，
从顶层设计上保障了更多金融资源
配置到“三农”和“小微”等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大力推进“三五工程”
（50万以下、500万以下、5000万以

下贷款），打造“综评贷”“宏业贷”“盛
业贷”“商租贷”“一小通”顺贷等特色
产品矩阵，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户从中受益，有力完善了

“农小土”金融支持服务体系。
进一步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海

口农商银行聚焦十二大重点产业、六
类园区、五网基础设施及“百镇千村”
建设，为重点项目、重点园区建立金
融服务长效机制，将跟踪落实客户业
务需求常态化，实现新落地海南企业

“一户一策”量身订制配套服务方
案。截至目前，已大力支持省市重点
项目80余个，总授信额度286.4亿
元，累计发放项目贷款金额242.84
亿元，贷款余额 59.47亿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海口农商银行在制度集成创新
上的实践探索，充分释放了科技进步
的活力和改革红利，进一步彰显了农
信系统的优势，不断加快构建实体经
济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的步伐。

2020年10月，海口农商银行受
文昌农商行委托，成功代理了文昌某
食品公司的国际金融业务，首次将国
际业务扩展到海南其他市县，也标志
着海南农信以省联社为决策管理中
心、海口农商银行为全省国际业务经
营管理平台、其他市县行社作为客户
服务窗口的“中心+平台+窗口”的创
新国际业务模式初步建立。

以创新成果服务自贸港建设，国
际金融正在成为海口农商银行迈向
现代化综合商业银行的新突破口：在
个人外汇业务方面,实现“线下+线
上”结合的业务办理模式；在公司客
户方面，开发网银对公跨境汇款功
能；在渠道建设方面，积极和第三方
机构合作，在手机银行上新增汇款跨
境收款功能，提高办理业务的时效
性。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1月
末，海口农商银行贸易结算业务量已
达21865.70万美元，贸易融资业务
17292.17万美元。

人才素质创新
打造比学赶超的学习银行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多年来，
海口农商银行高度重视人才素质的创
新，多措并举，在全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浓
厚学习氛围。

不良资产处置研究、房地产市场和信
贷研究等金融热点主题，结合海口农商银
行实际情况分享系统研究成果……这样
一场干货满满的学术沙龙成果汇报会，实
际是海口农商银行今年年中召开的“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党
委理论中心组专题研讨会。通过这种创
新“学习+汇报+研讨”的方式，海口农商银
行推动党建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促使
全行党员干部把“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贡献”的行动落到实处。

党委带头高规格开展“勤思学术沙
龙”，只是海口农商银行推进人才素质创新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行党委在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创新党建方式，大力
打造学习型组织，夯实党的基层基础建设，
稳步推动“支部建在网点”工程，以强有力
的基层党组织为海口农商银行的稳健发
展与安全运营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书香海银”读书会上，讨论关于对最
新金融理论的学习心得分享，如何运用到
海口农商银行的工作中；HNB英语俱乐
部上，在琼外籍友人实地讲述在银行营业
厅因语言不通、文化习惯不同引出的常见
问题，共同探讨如何解决；法律沙龙里，枯
燥的法律条文变成业务中的实际操作方
法……2020年下半年，该行又启动了“启
迪培训工程”，将用3年时间对中层干部
开展系统化、综合性的培训，通过理论学
习和业务实操紧密结合提升综合素质。

规范管理创新
打造民众放心的安全银行

在党建引领、人才支撑下，海口农商
银行一直把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持续
创新安全管理体制长效机制，不断强化内
控合规和风险管理，该行党委召开专门会
议，明确职责分工和任务要求，要求付出
200%的努力，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有了目标导向，海口农商银行着力
健全安全运营长效机制，完善制度抓落
实，夯实基础求实效。确保了稳健发展，
是民众放心的安全银行。

在党建引领下，海口农商银行切实
扛起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建设主力军的
责任担当，9年来始终坚守在海口各乡
镇、村居，从背包下乡、走村入户开展金
融服务，到如今构建起“物理网点+自助
设备+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三位一
体、遍布城乡的服务网络。目前，在全市
20多个乡镇设立66家营业网点、在海口
的街头巷尾设立129间自助银行、深入
农村地区建设238个便民服务点，依托
移动终端和APP，为广大客户提供7×
24小时安全便捷金融服务，真正实现了

“便民服务点行政村全覆盖”，做到了农
民“贷款不出镇，还款不出村，存取款不
用到网点”的目标，打通了普惠金融的

“最后一公里”。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海口农

商行积极扛起企业责任担当，全辖66家营
业网点正常营业，向海南省人民医院捐赠
50万元，推出特色普惠金融贷款“战疫助
力贷”专项信贷产品，帮助企业和个人复
工复产。截至2020年11月末，自疫情以
来，该行累计发放贷款11万笔，金额达99
亿元，为企业和个人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该行党委也荣获“海南省国资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党建引领下，海口农商银行着力
优化服务，推动“文明优质服务月”常态
化开展，发布“阳光信贷”服务公告，大力
打造真心、热心、用心、贴心、关心的“五
心”服务，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
单位”，总行营业部和省府支行荣获中国
银行业社会责任百佳网点评估“最佳社
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以实际行动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创建一流营商环境。

九年光阴，不仅是海口农商银行艰
辛创业、稳健发展的过去，更是海口农商
银行激情跨越、再铸辉煌的起点。面向
新时代、新形势、新使命，吴敏表示，海口
农商银行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的重
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坚守使命定位、提升优质服务、打
造人才队伍，不断提升服务自贸港开放
型经济的金融能力，打造自贸港金融“深
耕者”，扛起自贸港建设的金融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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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赋能扎根椰城“农小土”
蹄疾步稳深耕自贸港金融

——海口农商银行九周年创新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