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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百年红色基因 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红色金融服务海南发展侧记

海
南
中
银
大
厦
。

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
河，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红色政权“星火燎原”的光辉
历程，铭刻着“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琼崖革命精神，也亲历
了琼崖红色金融的诞生、成
长与发展壮大。而今，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在我国“十四五”建设的
开局之年，我省金融业将在
海南自贸港新一轮“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中赓续红色基
因、永葆红色初心、筑牢红色
使命。

作为海南唯一一家百年
金融老店和红色金融的重要
力量，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从成立之初只有7人的琼州
分号，发展成为资产负债规
模突破千亿、网点覆盖全岛
和三沙、员工超2300人的
省级分行，始终抱定“植根海
南、服务海南、建设海南”的
使命宗旨，坚持党建引领，全
心全意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金
融服务需求，在海南红色金
融的发展历程中，“中行红”
都是其重要的参与者、亲历
者和建设者之一。

1979年8月15日，海南行政区编制领
导小组决定，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行政区
分行中分设海口中行，同年12月，海口中行
唯一辖属的文昌办事处从人行文昌支行分
设。分设后，各项业务蓬勃发展，当年便实
现利润111万元，增幅363%。伴随着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口支行先后更名为海
口分行、海南省分行，逐步升格为正厅级单
位，机构网点快速铺设。建省初期，投资兴
建海口国际金融大厦和国际商业大厦，成
为当时海口地标性建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南中行以科技
为引领，走上了“科技兴行、创新发展”的道
路：1988年成为全国第一家率先实现全辖
储蓄存款省内通存通兑的银行，1994年发
行全国第一张智能IC卡，1996年在全省率
先实现对公存款通存通兑，1998年建立电
子联行清算系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始终保持着一种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海南
金融市场受到很大影响，在严峻的市场形
势下，海南中行坚持稳健合规经营，严禁进
行恶意竞争，成为资金的“安全岛”，成为海
南银行界的“金”字招牌，至1998年11月，
海南中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突破100亿
元。

海南中行发挥外汇业务传统优势，先
后引进日本协力资金贷款、日本“黑字还
流”贷款、意大利出口信贷资金等，有力地
支持了海南多个重点项目建设。第一家融
资支持海航引进波音737客机、实现“起
飞”，支持美兰机场、世纪大桥、高速公路、
天然气管道、富岛化工等一批省内标志性
项目建设，支持宏业毛纺厂、海南切片厂、
金盘矿泉水、琼海丝绸印染厂等一批重点
企业，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国银行

H 股和 A
股 成 功 上 市 。
股改上市后的海南中
行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加
大信贷力度支持重点项目和龙头
企业，重点支持12大重点产业和“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在新型工业方
面，支持了中海油、逸盛石化、威特电气等
重点企业，奇力制药等制药企业；在基础设
施方面，支持昌江核电、海航集团、海南农
垦等重点企业。2017年本外币贷款余额突
破700亿元，贷款新增额居省内各家银行第
一。

在支持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
现市场和绩效“双提升”。2017年，本外币
存款保持同业第一，本外币公司存贷款首
次跃居四大行“双第一”，净利润保持四大
行第一，系统内绩效考核等级获A+，连续
多年实现风险内控与安全生产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民族金融 琼崖创业

1950年5月海南解放，华南区军委会
从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分行派出30人接
管小组南下海南开展银行接管工作。为防
止反革命势力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扑，他们
携带四箱光洋，以备不时之需。接管小组
抵琼后，与海南军政委员会指定的接管人
员组成海南军政委员会金融组，于5月28
日开始接管中国银行琼州办事处。

1950年6月9日，琼州办事处更名为中
国银行海口支行后正式挂牌营业，新生的海
口中行业务上隶属于广州中行，行政上归人
民银行海南行政区分行领导。复业初期，海
口支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经济，全力以赴
回笼外汇、黄金和光洋，强化外汇管理工作。

1954年，人民银行海南行政区分行制
定《海南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等，海南岛外
汇实行“集中管理，统一经营”，一切外汇业
务统一由海口中行经营。由于国家外汇紧
张，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禁运，海口中行通
过易货贸易解决了许多进口难题。当时，
正值海南岛修筑中部公路，大批工人被虫
咬伤，急需抗生素药品，海口中行通过香港
中行实施易货贸易，帮助进口两批抗生素

药品，缓解了燃眉之急。
侨汇是海南外汇的最主要来源，海口

中行认真落实中央“服务侨汇，便利
侨胞”的政策，加强对侨批局管
理，成立华侨服务部，解付
侨汇并发放侨汇证。
由于海南岛经济
落后，交通不
便，侨批员主
要依靠骑单
车或步行派送侨
汇，每逢侨汇旺季，侨批
员一天骑车跑一百多里解付
侨汇都是常有的事，当时有16字
总结“晨星未行，破雾而出；夕阳西下，
尚未归舍”来形容侨批员的工作状态。

1958年以来，海口中行经历蹉跎岁月，
人员逐年减少，业务起起伏伏，依然坚守营
业，从未间断，始终把“三铁”——铁算盘、铁
账本、铁制度作为必须坚持的底线，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办好每一笔业务，
算好每一笔账目，做到账不平不下班，事不
了不休息，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好评。

改革开放新时期 | 建省升格 奋力超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喜迎解放 获得新生

“高”“洁”“坚”，是中国银行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的行训，要求中行员工不仅要
保护股东、存户、持券人的利益，必须进而

“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
中国银行琼州分号在1914年11月成

立之初，秉承中国银行行训要求，尽管规模
较小，但琼州分号设立之初即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银行组织架构，设有营业系、出纳
系、会计系、发行系、国库系、文书系。1917
年制定的《琼州分号办事细则》对员工的职
责范围、业务分工、劳动纪律、奖励惩罚、复
核稽核、审查签章、职业操守乃至待客态度
等均有刚性、细化、到位的规定。

成立初期的琼州分号对外行使央行职

能，发行银行承兑汇票、代理收存海关税
款、办理外汇收兑等。由于当时市面上流
通货币多为银元票，且受战乱影响，物价高
涨，银元票不断贬值。为稳定市场秩序，琼
州分号发行40万元印有“琼”字地名章的中
国银行兑换券（又称大洋券），分为1元、5
元、10元三种面额，这是海南最早的钞票。

1922 年，琼州分号更名为琼州办事
处。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岛，日本领
事要求琼州办事处立即复业，但时任经
理赵鼎壎坚持民族大义，以粤行不允
为由断然拒绝。为保全账册、民众存
款、关税现金等，琼州办事处与日军展
开殊死抗争，最终于5月30日在日军的

监视下从海关码头离开海口，先后辗转广
州湾（今湛江）、香港、重庆三地，
设立“琼驻湾处”“琼驻港
处”等，坚持营业，为琼
崖工商业汇通天
下作出积极
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牢记使命 金融报国

面对新时代，海南中行深刻领
会“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

展格局”的核心内涵，心怀“国之
大者”，树牢金融报国，强化

党建统领和国企担当，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全力
以 赴 服

务 海
南 自

贸 区 自 贸
港建设。
力争成为服务

政府的主力银行。在“融
资”方面，今年 3月末本外币

贷款突破900亿元，支持了五网基
础设施、重点企业、重点园区等。
在“融智”方面，成为第一家与省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第一家
现场发布《自贸港金融服务方
案》、第一家制定《智慧海南行动
方案》、第一家设立金融研究院的
银行；协助举办两期全省领导干
部金融发展能力培训班。在“融
商”方面，成为首届中国消费品博
览会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全
方位金融服务；配合政府开展英
国、新加坡等境外线上线下招商
活动；去年9月13日，江东新区中

银国际金融中心开工建设。
在“融科”方面，成为全省

“一网通办”平台唯
一 提 供 区 块 链

底层技术解
决方案
的 银
行 ；率
先开展
5G 消

息 金 融
场景应用试

点；与海南师范大
学联合打造“智慧高

校”；在省内部分市县成功上
线“复兴壹号”智慧党建平台。
力争成为服务企业的主办银

行。促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方面，
2020 年办理境内外涉疫资金汇款
超 7000 万元；发放全省首笔“重点
保障企业名单”中小企业授信，为
企业办理延期和临时性还本付息
金额近百亿元；通过投放消费劵和
各类优惠 300 余万元；落实政府部
署为相关企业减免租金。促重点
企业、重点园区方面，加大多元化
金融服务力度，重点支持了金牛岭
等三个公园 PPP改造项目，西环铁
路、海南电网等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观澜湖新城等旅游项目，港航
控股等重点企业；加大重点园区支

持力度，授信余额近百亿元。促民
营经济、普惠金融方面，今年一季
度，民营企业授信超 200 亿元，占
公司授信的“半壁江山”；成为全
省唯一“琼科贷”合作银行并叙做
首笔业务，普惠金融授信超 40 亿
元，2019-2020 年增速均保持 40%
以上；金融扶贫贷款超 16亿元，增
幅22%。

力争成为服务市民的首选银
行。在跨境金融方面，与中免集团、
海旅投等免税运营主体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2020年免税品结算量
超10亿美元、市场占有率60%以上，
离岛免税银行卡收单业务保持领
先。在渠道布局方面，坚持线上线下
双向发力，琼中支行开业，五指山支
行筹建，在三亚打造全省首家“5G”
养老特色网点，在博鳌乐城设立全省
首家医疗康养特色网点并发放四大
行首笔授信；依托手机银行，打造线
上跨境、银发等特色场景。在拉动消
费方面，个人贷款超360亿元，落实

“房住不炒”要求，助力房地产业健康
发展；聚焦G端、B端、C端推动数字
人民币推广工作，个人钱包和对公钱
包同业第一和第二；做大做强购车、
装修等场景分期规模。

力争成为服务自贸金融的引领
银行。在自贸金融方面，作为海南
FT账户唯一一家试点上线的国有
大行，今年一季度FT主账户、跨一
线和二线资金划转金额同业市场份
额超 40%、80%、70%，叙做全省首
单区块链融资业务、全省首个跨国
公司FT全功能资金池等多项金融
创新。在跨境金融方面，成为全省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便利化唯一试
点银行，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型国际
贸易收支便利化业务量占比80%以
上，国际贸易结算量市场占有率
40%以上，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市场
占有率70%以上。在境内外联动方
面，与海外机构建立沟通联动机制
并实现多项创新业务首发，引进境
外资金投资省地方政府债券；联动
中银证券参与海南首个基础设施公
募REITs项目；中标海南发控境外
发债全球协调人。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海南中
行将认真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和
总行党委决策部署，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强化国有大行使
命担当，在自贸港金融开放进程
中，持续发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跨境金融、供应链金融、
消费金融、财富金融、县域金融和
自贸金融，为海南自贸港和智慧海
南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