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4年11月的那个冬天，中国银行
走进了没有冬季的海南，在当时商贾如流
的海口“凯旋门”——得胜沙设立了琼州
分号，一座金融报国、融通世界的桥梁自
此架起。107年来中国银行历经风雨，始
终坚守祖国的“南大门”，胸怀“国之大
者”，树牢“金融报国”，勇于改革创新，牢
牢把握一个个历史机遇，参与并见证海南
一次次走上时代的潮头，在海南金融史的
壮丽画卷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抹又一抹

“中行红”。
从发行海南第一张钞票，到抗战期间

三迁其址保存国家资产和民众存款；
从担当外汇“集中管理，统一经营”职

责，到践行“服务侨汇，便利侨胞”政策；
从全省率先实现通存通兑、发行全国

首张智能IC卡，到支持美兰机场、世纪大
桥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从连续21年服务博鳌亚洲论坛，到再
次成为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全球战略
合作伙伴……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不忘初心
使命，紧跟时代步伐，在传承和奋进中践
行以金融之力“融通世界、造福社会”的责
任担当，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服务消博会，是中国银行与海南同命
运、共发展的又一有力注脚。消博会是海
南继博鳌亚洲论坛之后的又一张国际名
片。首届消博会期间，中国银行提供有针
对性的线上化、场景化、智能化金融服务，
持续加强客户营销及业务拓展，协助政府
招商引资，密集落地了多个重点项目；推
动消博会与数字人民币的深度融合，在展
馆内外搭建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让观展
客户现场体验数字人民币的安全、高效、
便捷。

从“汇全球”“买全球”，到“逛全球”
“卖全球”，离不开金融力量的保驾护航。
支持举办国家主场大型展会，中国银行身
经百战。作为全球化和综合化程度最高
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充分发挥特色优
势，依托服务进博会、广交会等国家级展
会的丰富经验，通过专业服务团队“驻场”
的方式，为全球展客商及中外嘉宾提供全
流程、高品质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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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公
布《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
年）》，旨在全力打造“全球自由贸易港
智慧标杆”和“数字孪生第一省”。中
国银行快速响应，对标智慧海南建设
的“四梁八柱”，率先制定《智慧海南数
字金融行动方案》。在中国银行智慧
海南建设成果发布会上，刘金介绍，

“一年多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支
持下，中国银行持续加大投入，打造了
智慧住建等‘数字中银+’系列产品，
为政府和企业伙伴提供智慧金融服
务新体验。中国银行将以优质的综
合金融服务，服务新经济、助力新产
业、融入新生态，为海南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智慧海南建设为推进金融服务
改革开放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机遇。据了解，中国银行提出了
26项行动措施、7项配套保障机制
全面参与智慧海南建设，坚持融合
创新共建智慧岛，将金融服务融入
场景，以数字赋能推动转型，形成了
数字金融的“新”样板、政企合作的

“新”范式、开放融合的“新”生态、引
智融的“新”模式。

中国银行智慧海南建设成果发
布会期间，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还分
别与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三沙市
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智
慧种业、智慧住建、智慧三沙等领域开
展深入合作。

正如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主题，“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
生活”，中国银行正紧跟国家重大战略
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决策要求，坚持根
植海南、服务海南、发展海南，在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贸港
新征程中，贡献金融力量、彰显中行担
当。除服务自贸港多场重磅经贸活
动外，中国银行一直扎实推进跨境金
融和自贸金融创新，落地自贸港首支
QDLP基金，成为首家实现QDLP、
QFLP双落地的银行；落地全省首批
跨境人民币新政便利化业务；争揽全
省首个跨国外资企业核心资金池业
务；2018年“4·13”以来跨境金融和自
贸金融首发首创超50余项，FT主账
户数和跨一线二线交易量、国际贸易

结算量、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结售汇交
易量、新型离岸国际贸易量均保持市
场领先；配合政府开展香港、新加坡、
葡萄牙等海外线上招商引资活动。
2021年5月6日，中国银行与海南省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内容，双方建立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关
系，将在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智慧海南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站在国
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置身成立110周年的新起点，中国
银行以服务第二届消博会为契机，以
百年底蕴和卓越服务，续写金融助推
国家高质量发展、迈向更美好未来的
新篇章。

融通世界造福社会 助力自贸港建设

中国银行在消博会与世界再相拥

7月15日，作为第二届消博会
的配套及预热活动，中国银行“跨境
云端供需对接会”成功举办，为因疫
情无法到场的海内外企业提供“云
对接”渠道，向展客商提供了多元
化、全方位对接服务。对接会共吸
引了近30家海外展商和全国15个
省区市的百余家企业参加“一对一”
洽谈，达成近60项合作意向。

针对第二届消博会，中国银行
制定了细致、周到、全面的金融服务
方案，为参展商提供一站式金融服
务，让逛展市民享受切实优惠。同
时，本届消博会中国银行举办了三
场主题配套活动：“中国银行《人民
币国际化白皮书》宣介会”，旨在共
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紧
抓RCEP生效为自贸港发展带来的

新机遇；“中国银行智慧海南建设成
果发布会”，以数字赋能为引领，加
强智慧海南建设交流，以金融力量
助力智慧海南建设；“中国银行私人
银行15周年暨‘企业家办公室’品
牌发布会”，全面升级私人银行服务
体系，打造首家“企业家的银行”。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人民币
国际化水平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长
期以来，中国银行作为人民币跨境
流通的主渠道，一直积极推动人民
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2021年，
中国银行集团完成跨境人民币结算
量11.2万亿元，完成跨境人民币清
算量超过630万亿元；今年上半年，
集团完成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6万
亿元，完成跨境人民币清算量367

万亿元，均保持全球领先。“在加快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提升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是其中重要一
环。”中国银行副行长王志恒在“中
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宣介
会”上表示，“中国银行将继续发挥
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持续丰富完善
跨境人民币产品和服务，与社会各
界一道，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持续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支持
国家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
程看，企业家是财富创造的主要群
体。面对企业家群体的新需求趋
势，致力于成为“企业家的银行”的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再开先河，围绕

企业家“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四
维需求，全面升级了服务体系，在7
月27日的“感恩十五载，携手向未
来——中国银行私人银行15周年
暨‘企业家办公室’品牌发布”活动
上，于全市场首家推出“企业家办公
室”服务。此次“企业家办公室”开
启私人银行（1+1）N的服务模式，其
中“1+1”指1个首席顾问加1支顶
级服务团队，首席顾问由分行行领
导担任，顶级服务团队包括专属的
私人银行家和投资顾问；“N”次方
指综合化的集团赋能，汇聚中银集
团“商行+投行”平台资源、“境内+
境外”多元市场、“线上+线下”闭环
服务和“金融+非金融”综合体系，
实现“一点接入、集团响应”的卓越
服务体验。

携手并进
中行与海南的缘分
穿越时空，跨过山海

A 砥砺前行 更专业更完善更丰富，全球服务，稳健创造B

智赢未来 中国银行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智慧海南建设携手同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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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7
月25日—30日在海口召开，中国再次
以别开生面的消博之约，兑现扩大开
放的华夏之诺，践行“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发展之道。作为最具开放底蕴、
最早扎根琼岛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
秉承“融通世界、造福社会”的责任担
当，在第二届消博会再度与世界相拥，

“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7月26日的上午，海口透蓝的天空

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迎着热情似
火的七月骄阳，来到第二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会场内的“百年中行”主
题展馆，步入沉浸式体验厅，走进百年
前的“中国银行”，在光影流转中追忆百
年中行的“光阴故事”，聆听中国银行在
第二届消博会上阐述“国之大者”：

“消费创新和消费升级都是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伟大实践。作为
国有金融企业，中国银行将通过优质
金融服务，支持消费创新和消费升
级。”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在“第二届全
球消费创新暨免税与旅游零售大会”
致辞中表示。本届消博会期间，中国
银行将组织《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宣
介会、智慧海南建设成果发布会、私人
银行15周年暨“企业家办公室”品牌
发布会等多项特色配套活动，共同打
造精彩纷呈的消博盛会，与各界一道
助推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15周年暨“企业家办公室”品牌发布会现场。 第二届消博会中国银行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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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给观展观众介绍数字人民币。

风起海之南，帆逐自贸港。
自2018年4月13日以来，中国银行

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同行，服务成果丰硕：

⦾▷2018年 12月
作为海南FT账户唯一试点银行，率先上

线FT账户系统并开立首个FT账户

⦾▷2019年4月
“全国首单沪琼FT账户联动业务”入选中

国（海南）自贸区第二批制度创新案例

⦾▷2020年5月
叙作全省首单区块链融资业务

⦾▷2020年9月
银行业首家现场发布《中国银行支持海南

自贸港建设综合工作方案》

⦾▷2020年 10月
银行业首家制定并发布《智慧海南数字金

融行动方案》

⦾▷2021年4月
作为唯一试点银行，落地首笔科创企业

“琼科贷”业务

⦾▷2021年5月
与海南省政府签订金融服务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成为国家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首
个银政战略合作

⦾▷2021年8月
助力海南自贸港首支QDLP基金落地，

成为全省首家“双Q”银行

⦾▷2022年2月
与海南省财金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成为海南自贸港投资建设基金托管、募集
双服务银行

⦾▷2022年6月
连续两年成为消博会最高级别的全球战

略合作伙伴，为全球展客商及中外嘉宾提供全
方位、高品质的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