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
篇章 展露生机（1991-1993） 敢为人先，跑出发展“加速度”

1991年9月16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踏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节拍，在海口龙昆南
路18号，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交
行”）携手来自五湖四海的120余名员工，迈出了
叩开海南市场的第一步，开启了与海南共成长的
壮阔变革之路。

30年岁月，可以让哇哇啼哭的婴孩，长成青
葱稚嫩的青年，提供有力的臂膀和挡风遮雨的港
湾；30年岁月于海南交行，却是艰苦奋斗的创业
史，是筚路蓝缕的成长史，更是海南建省以来金融
发展的一个缩影。

30年，海南交行经历了快速发展期、休整提
高期，如今步入成熟稳健发展期，已经成为一家实
力雄厚，颇具市场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化商业银
行。时代变迁日新月异，但30年始终不变的是，
海南交行以改革为利器、以创新为法宝，倾力支持
海南实体经济的发展。

海南交行的成长日志可以说是海南金融业不
断成长与蜕变的缩影，记录了金融企业在风云激
荡的年代中不懈追逐中国梦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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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商业银行发展史，唯有准确把握经济社
会发展大势，前瞻布局，差异化发展，才能占据先
机，赢得未来，海南交行正是因创新而卓越。

当被问及30年来海南交行是如何在金融同
业领域大展拳脚打开局面，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肖霆给出的答案是：始终坚持服务
实体经济的职责和使命，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来引
领发展，铸就了海南交行的成长。

此外，在肖霆看来，海南交行取得今天的成绩
还得益于高质量党建的坚实引领和该行始终坚持
合规审慎的经营理念、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30
年来，海南交行各届班子始终紧跟党的领导，不断
完善各项风险管理制度，持之以恒地推进正风肃
纪，良好的风险管理为30年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保
驾护航的作用。”

2018年4月13日，海南再次面临重大历史机
遇：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

海南交行也以全新的实干风貌，踊跃拿起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接力棒，冲锋向前。“自
贸港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把准方向、
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有创新，才会有未来。”肖
霆说。

近几年，海南交行强化政治引领和责任担当，
充分发挥该行“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优势，深度融
入自贸港建设，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金融产品，
先后落地了系统内和海南自贸港十几项首单和创
新的业务。其中包括运用“区块链+中信保+快捷
贷”业务模式为小微企业办理出口贸易融资业务；
落地海南自贸港首支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
人）基金；落地自贸港首笔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
具等。此外，海南交行还承销了绿色金融债、小微
债等创新产品；服务并投资省属企业境外发行美
元债等。

新起点的东风扑面而来，30而立的海南交行
有何构想和规划？

面对当前形势，面对未来可期的自贸港，肖霆
有着自己的思考：“海南交行将牢记国有大行的使
命和担当，不断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局，发挥
好自身的优势，不断加强对重点产业、重点园区，
重点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
不断强化交行在普惠民生领域的金融服务，不断
加强对乡村振兴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还
要一如既往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大对制造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十四五”期间，海南交行将在继承过去已有
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贸易金融、科技金融、
普惠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不断塑造自身的经
营发展特色和优势。

在贸易金融领域，海南交行将发挥好集团优
势，利用第一批上线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契
机，持续为各类贸易主体提供“境内外、本外币、离
在岸”一体化的贸易结算与融资服务，不断打造自
己的贸易金融服务特色。在科技金融领域，海南
交行将充分依托集团全牌照的服务优势，打造商
行加投行，境内加境外，贷、债、股、资四位一体
的全方位融资服务，助力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在普惠金融领域，将重点依托数字化转型，不
断巩固、扩大交行在普惠领域产品和服务的优
势，利用好线上、线下产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
融服务。在财富金融领域，将充分利用好交行财
富管理全牌照的优势，丰富优势产品供给和资产
配置组合的能力，打造自贸港非居民财富管理特
色品牌。

芳华而立，风鹏正举正其时。在今后的征
程中，海南交行将持续发挥好国际化、综合化的
优势，在以创建具有财富管理特色和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银行的战略目标引领下，不断加
强集团内的协同，争做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最
佳银行。

（撰文/裴林）

芳华而立 满帆远航
海南交行成立30周年：争做自贸港建设最佳金融服务银行

建省之初，经济特区的起步不断增加
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迎来了金
融发展的春天，也让作为海南金融界“新生
儿”的海南交行在呱呱坠地之时便呈现出
勃勃生机。

作为1991年当年省内第一家股份制银
行，开业仅3个多月，海南交行资产总额便突
破了5亿元。这是难以忘却的历史，也是难
能可贵的荣耀。时间长河中，闪闪发光的不
仅是数据，更是历历在目的过往。

1990年11月海南交行被央行批准筹建，
1991年9月16日正式营业。1991年10月，一
批怀揣着梦想的优秀年轻人从祖国的四面八
方赶往海南，加入交行，踌躇满志，斗志昂扬。

“当时的交行就定位于探索现代金融发
展，于是我果断投了简历，当年包括我在内
的70余名应聘者最终通过招聘选拔，而海
南交行的良好开局也让大家信心倍增。”现
任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
晓平说。

笔者翻阅海南交行建行初期的工作报告
发现，建行伊始，海南交行全行员工平均年龄
为31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83.06%，可
谓年轻有活力的高素质人才团队。也正是他
们，为海南交行稳健起步、改革创新注入强劲
生命力。

海南交行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拼搏精神，
虽是“新生儿”，却有着强劲的心脏，有力搏

击着。在100多名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海南
交行以改革为动力，加快建立现代银行制
度，健全银行功能，各项业务发展迅速，快速
步入正轨。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那时的海南省
无论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金融创新业务上均
走在全国前列，海南交行更是走在前沿，是彼
时市场上业务最活跃的银行。

开业之后，海南交行突破了海南金融界
多个“第一”：第一家按照市场原则和成本效
益原则设置机构的银行；第一家将竞争机制
引入金融领域的银行；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
的新型银企关系、探索产融结合、银企联合创
业的银行；第一家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

的综合性商业银行……
海南交行积极发挥商业银行独特优势，

不断扩大信贷投入总量，积极参与海南重点
项目建设。同时，坚持走集团化经营之路，为
海南本土企业提供从生产到流通，从国内到
国外的“一条龙”全过程系列化金融服务，全
方位支持海南经济发展。

无声的数字展现的是令人惊讶的变化。
初入海南，海南交行呈十几倍、几十倍增长的
数据不胜枚举。1992年末，该行总资产达22
亿余元，人均创利24万元。1994年，该行设
立营业网点21家，资产总额超67亿余元。海
南交行不仅支持了海南的发展，也实现了自
身的不断壮大，处处彰显着活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海南金融改革
发展的历史充满着曲折、奋斗和艰辛。海南
交行也不例外。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房地产
热、证券热消退，不但进入海南的资金变少，
原来在海南的资金也被抽走，银行机构资金
供求矛盾凸显。1994年后，海南交行也面临
着严峻的经营压力。很多老员工都深刻地记
得，在海南金融行业最低谷的时期，海南交行
资产收缩至不到20亿元的规模。

此时，经历了“泡沫经济”的惨痛教训，包

括海南交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在反思
中摸索前进的道路。这一时期，海南交行也
将重点转移到修炼“内功”上，努力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

1995年到2002年间，海南交行注重调整
资产结构、全力以赴收贷收息，完善信贷管理
机制、强化风险资产管理，加大内控力度，风险
防范制度也日趋完善。在实施有效的财务管
理措施的同时，持续将员工教育培训、员工队
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不断根据业务发展需求
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优化激励竞争机制。

同时，持续加强金融创新、服务创新，大
力拓展业务范围。积极发展中间业务，促进
海南交行稳定存款、增强实力、完善功能。海
南交行在规范管理的同时，也不断以技术为
支撑，提升业务的电子化水平。

“以前金融业务办理主要依靠算盘，而交通
银行是第一批使用计算机的金融机构。”这是老
交行人至今仍引以为自豪的。1995年，海南交
行率先开通一批活期储蓄通存通兑网点，第一
批开通使用ATM自动柜员机，实现了外汇柜
台对公和储蓄业务的电子化；1997年，海南交

行成功推出“全储种通存通兑系统”，并在交行
系统内全面推广使用；开发远程亚终端模式和
连网处理模式，实现银证保证金的自动转账；
2000年，以科技为手段，推出“外汇宝”业务，完
成了总行零售业务系统切换，实现了“一卡通”

“全国通”，同时加快电子银行系统建设。
这一阶段，海南交行全体员工咬紧牙关，

苦练内功。2002年，海南交行基本将不良资
产清理完毕，走出困难期。业务和资产结构
逐渐稳定，科技手段逐渐丰富，为日后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涅槃之后是新生，蛰伏之后的海南交行迎
来厚积薄发的发展时期。

时隔多年，不能忘怀的是风雨淬炼后的
“新生”时刻。新时代、新气象，彼时的海南交
行已经甩掉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一步一个
台阶，稳步发力，开启新征程。2006年末，海南
交行本外币资产总额达71亿余元，实现经营利
润7200万余元，较上年增幅415%。

面对稳步向好的景况，如何寻求进一步的发
展？海南交行用实践给出的答案是：从战略层面
着手，精细化推进业务发展与服务提升。

2008年，海南交行制定了三年业务发展规
划，提出以创建海南银行业第一品牌为目标，
乘势而上，加速业务发展，当年资产负债余额
便双双突破百亿元；同年，信贷结构进一步优
化，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经营效率
不断提升。2009-2010连续2年被交行总行
评为“经营管理优胜单位”。

此外，海南交行深深根植于海南经济发展
之中，与海南诸多企业及合作伙伴携手并进，
一路前行。

“我们与交行的合作要追溯到2005年，多
年来，我们的合作不断深化，建立了全方位、多
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戴三娥感慨道：“海南
控股的发展，交行始终竭诚助力，交行就像是
一位有温度、有担当的全方位财务顾问。”

为有初心多壮志，金融的天职就是服务实
体经济。

近年来，海南交行积极介入国家产业布局
落户在海南的重大项目，有力支持海南当地经
济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并积极运用投行业
务等新产品，通过资金池、短期融资融券等多
种融资途径，解决了海南省重点项目、重点企
业的资金需求。为海南省航空运输业、高档酒
店住宿业、农产品养殖加工等当地特色产业提
供了及时的金融服务。该行也致力于与中小
企业进行合作，是2009年唯一获得海南省政
府表彰的商业银行。同时，发挥综合化优势，
致力成为老百姓财富的贴身管家。

此外，海南交行坚持实施“服务领先、效率
取胜”策略，在服务硬环境和软环境上共同施
策，逐渐由规范化服务转向高效服务和个性化
服务。综合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使得海南交
行成为交行系统内和中国银行业内服务的佼
佼者。

“可以说，当时的交行是海南金融机构中
发展较快、较好的，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交行
一切行动都听党指挥，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
如今85岁的海南交行退休员工尧桐柏谈道：

“坚持用心用情服务客户的交通银行创新服务
模式，注重服务细节的完善，逐步树立起精致
服务的‘金字招牌’。”

基于贴心的服务，海南交行多年来忠实的
理财客户数不胜数。“90年代，交行的员工都已
经非常具有服务意识了，因此当时就开了户。”
如今70多岁的海口退休职工李磊说：“早在20
多年前，我就被海南交行温和的服务态度、前沿
的观点所吸引，20多年来，海南交行也矢志不渝
地用专业和温情为我们的财富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海南交行也始终坚守着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自上世纪90年代起，
海南交行便积极参与海南省扶贫工作，先后对
临高县乐豪村、五指山市畅好乡畅好村进行定
点帮扶并实现整体脱贫。1996年，配合医疗保
险制度改革，积极参与全省发行医保IC卡业
务；2001年，率先在海南推出电话银行业务；
2009年挂牌成立“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基地”，每年均向海南地区各高校招聘见习生，
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等等。面对洪涝灾
害、疫情等突发灾难时，海南交行即时响应，动
员组织全体员工捐款捐物的同时，及时开通救
灾资金汇划“绿色通道”，为受灾企业提供金融
贷款、延期还款等金融纾困服务，切实履行国
有大行社会责任和金融担当。

这一阶段的海南交行，已深深融入海南当
地发展，也摸索出一条集交行特色与优势且适
合本地发展的道路。通过支持海南地方经济
发展，不断激发内在活力，让自身改革创新能
力与海南经济快速发展互为促进，相互提升。

第二
篇章 筋骨成型（1994-2003） 风雨淬炼，改革中铿锵前行

第三
篇章 励精图治（2004-2018） 服务实体，涅槃之后再露头角

第四
篇章

芳华而立（2018-至今）
勇立潮头，乘自贸东风再出发

1991年9月16日海南交行开业。

海南交行大楼全景。 本版图片均由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提供

海南交行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