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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琼共荣芳华十载谱华章 有招有为勇立潮头开新篇
——写在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成立十周年之际

“海口金贸支行是招行不断延伸
的专业金融服务矩阵中的代表，也是
招行在海南自贸港又播下的一颗金
葵花的种子。”10月26日，招行海口
分行网点矩阵再添新军——海口金
贸支行正式开业。

当日，招行海口分行行长高伟强
振奋地表示：“招商银行已在海南逐
步构建了辐射全岛的金融服务网络，
作为自贸港金融需求和招商银行服
务力量的连接者，海口分行将利用好
专业优势，不断促进自贸金融服务与
地方经济建设深度融合。”

经过十年开疆拓土、茁壮成长，如
今，招行海口分行在琼设立网点10家、
员工500余名；截至目前，海口分行时点
存款规模近500亿元、贷款规模近270
亿元、十年累计投放信贷资金600亿
元、累计缴纳各项税款6.8亿元……一
路走来，分行致力于做“监管放心、总行
肯定、员工满意”的海南最佳商业银行，
坚定不移推进招商银行总行战略落地，
在新发展格局中转型升级，稳步前进。

党建强，银行兴。回顾十年发展之
路，招行海口分行一方面把党的领导有
效地嵌入到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将党
的建设有效地融入到企业文化、经营理
念和行为准则中；一方面与央企、国企、
党政机关、产业园区等携手创新开展
党建共建，实现党建与业务融合共进
……十年来，一个个“战斗堡垒”和“红
色先锋”，汇聚起招行海口分行服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实业兴则金融兴，实业稳则金融
稳。十年来，海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
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和服务寄予了更
多的期待，也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招行海口分行始终坚持金
融本源初心，将服务实体经济镌刻到
自身业务发展的肌理里、血液中。

开业至今，该行利用投商私科一
体化优势加速与海南本地优质龙头
企业的合作，足迹覆盖海南全省各市
县，同时，该行以专业的服务为口碑，
打造一揽子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投向社会
发展、城市建设、自贸港建设等领
域。十年来，海南省运输交通、度假
旅游、医疗制药等重点产业，免税、贸
易、航运、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中
都能看到招行海口分行的身影。

国际企业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经
济桥梁，是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力
量。招行海口分行依托多元化、海内
外一体化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外汇外
贸、全球网络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为海
南当地“走出去”企业量身打造跨境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满足企业跨境
结算、融资、汇兑等多元化金融需求。

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极具活力
的群体。招行海口分行采用多方式、多
角度的金融服务，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十年来，翻开该行与民营企业风雨相伴
的成长史，每一页都写满了真情。

数据更具说服力。截至2022年
9月末，招行海口分行累计为海南广
大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类融资近600亿
元。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
革创新者胜”。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车
轮，以服务社会作为最根本的出发
点，成就招行海口分行锐意创新、服
务社会的气魄和担当。

从2012年入驻海南开始，招行
海口分行就不断落地总行先进的金
融科技及服务理念。从2013年的可
视柜台（VTM）到2014年的移动金
融产品“一闪通”，从“柜面无纸化”省
去客户纸质填单流程，到ATM“刷脸

取款”、3.0智慧网点……十年来，该
行几乎以每年一大步向金融科技银
行迈进，只为向客户提供极致的服务
体验。

走进该行各大网点营业厅，不仅
有科技感十足的智能机具，带给客户
便捷金融体验，更有飘香的咖啡、清
凉的饮品，让海南居民及广大游客充
分体会到“温馨体贴”的亲情化服务。

在线下，该行积极开展网点转
型，努力将网点打造成聚焦客户体

验、传递温情服务的重要阵地，让客
户难忘每一次线下体验。在线上，该
行不断丰富App城市专区内容，为
海南居民提供一站式金融、生活平
台，使客户动动手指就能享受优质的
银行服务和生活缴费、餐饮、出行、购
物等便民惠民服务。

为了帮助老年客户消除与数字
时代的鸿沟，招行海口分行除为老年
客户提供上门服务外，还向客户普及
大字版 App，推动金融服务适老

化。不但在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
镜、轮椅、应急医药箱等便民设施，设
置无障碍通道、老年客户专席，更是
不定期开展老年人金融知识宣传普
及活动，讲解防诈骗技巧，真正让老
年客户体验到招行的暖心服务。

未来，该行将更加充分发挥
“人+数字化”优势，以“客户经理+远
程服务+App”织就7×24小时的服
务网，让招商银行随时随地陪伴在客
户的身边。

大海之南逐浪高。随着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火热建设，海南这颗
中国的“南海明珠”，正熠熠生辉，举
世瞩目。2021年，海南主要经济指
标历史性走在全国前列，自由贸易港
政策加快落地见效。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让海南又一次站在中国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海南的开放，同样意味着这里正
成为承接各类国际高端资源要素的
先发渠道。在如此优势下，作为一家
有着创新基因的金融机构，招行海口
分行敏锐捕捉到自贸港广阔前景，勇
立海南开放大潮的潮头，在因势而
变、敢闯敢拼的精神引领下，以自贸
港产业经济需求为导向，探索自身的
产品创新变革之路。

2019年以来，随着招商银行海
口分行FT账户的正式开通，分行将

打造“最佳自贸银行”作为发展愿景
和区域特色，系统内以“全国做一家”
模式发挥自贸平台优势，省内、省外
双轮驱动，不断推进业务取得突飞猛
进的发展。

作为目前招行系统内具备FT
账户业务资格三家分行之一，海口
分行获批开展资本项目数字化试
点、资本项目跨境收入使用便利化、
跨境资管及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等服务。

凭借着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和
特色，招行海口分行充分发挥总行金
融科技力量，配合外汇管理局推动外
汇业务“网上办”“远程办”，探索开展
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这一被誉为
最有含金量、最有探索空间的先行先
试政策，依托招行QFLP“募、投、管、
退”全流程“管家式”服务，争当

QFLP外汇最佳体验银行。
“在海南市场主体日益活跃、跨

境贸易往来不断增多的大背景下，
发挥金融力量助力境内外资金、客
户、产品互联互通是金融业共同面
临的课题。”招商银行海口国瑞支
行行长刘建军长期深耕业务一线，
他对招行海口分行的服务模式信
心满满。

据刘建军介绍，总行非常重视海
南市场，针对海南产业特色，海口分
行整合投行、商行、私行、科技及研究
服务等分散的优势，为自贸港企业提
供一体化、全方位服务，通过跨区域
协同协助，海口分行已经逐步成为当
地监管与客户跨境业务政策研究和
业务办理上的“首问银行”。

去年以来，招行海口分行核心业
务快速增长，特别是外币对公贷款较

2021年6月末增长超10倍，外币贷
款余额和增量分别排名全行第3名
和第1名，成为系统内重要的跨境业
务联动平台。数据显示，招商银行已
经充分、深入地参与到如火如荼的自
贸港建设中。

面对成绩，在海口招行人看来，
正是因势而变、敢闯敢试的精神和作
风，让招行海口分行紧紧地跟上了国
家、海南开放发展的步伐，把握住关
键步骤和关键时机。

当然，招行海口分行探索的脚步
不止。接下来，海口分行将继续发挥
自贸港FT、跨境业务的政策优势，做
好FT项下的各项政策优势产品服
务，做优全国有自贸业务需求客户的

“本地化服务”，坚持“走出去”和“引
进来”双轮驱动，不断做强、做优自贸
联动平台。

十年前，初入琼州，从零起步。
十年间，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十年
后，勇立潮头，终有所成。海口招行
人没有忘记，是在地方政府、监管机
构和广大客户的支持下，让招行海口
分行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

饮水思源，十年来，

招行海口分行时刻不忘肩负的社会
责任，在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等领域，
用一次次暖心举动诠释着一家有温
度的金融企业的文化内涵。

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番文

村

是招行海口分行的定点帮扶村。
2016年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分行将
帮扶工作责任扛在肩上，将乡村振兴
工作任务抓在手上，党委班子多次带
队赴番文村，倾斜资源给予当地精准
支持。2016年以来，先后投入逾百
万元，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帮扶、发
展产业等领域助力当地振兴乡村。

近几年，复杂的疫情形势冲击着
实体经济，招商银行积极落实监

管要求，发挥金融助企纾困的
社会责任。2021年至今，总
行层面针对新动能、专精
特新、优质制造业、绿色
信贷、区域特色产业、普
惠金融等重点领域信
贷投放给予贷款利息
补贴支持。今年，该
行针对企业的补贴幅
度进一步提升，最高
达70Bps，且行内补
贴在人行重点领域
补贴的基础上可叠加
享受。

接下来，该行将在
服务好核心企业的基础
上，为省内11家重点园

区提供专业的综合金融服
务，还将在总行指导下与全

国各分行联动开办海南自贸
港各类政策推介会。
十年扎根海南，服务海南，进而

成为海南的一部分，广受各界好评。
同时，十年的发展，也让招行海口分

行成功地交出了一份让招行总行、社
会各界都十分满意的答卷。

十年来，招行海口分行辖属营业
部、国贸支行、海甸支行先后荣获了

“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全国百佳示范
网点”“全国千佳示范网点”等荣誉称
号；2021年末，海口分行营业部更是
作为全省唯一一家，获得由全国金融
总工会颁发的“金融先锋号”。

潮涌南海风正劲。新时代的海
南，正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
开放的示范。新的征程、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新的
需求、新的技术都将如同前十年一
样，纷至沓来。

“当前，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新
征程，正紧锣密鼓地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以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迈
上新台阶。”高伟强表示，逐步成熟的
自贸港政策正深刻改变着海南的社
会、经济和金融生态，海南自贸港正不
断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和高净值个人来
琼创业投资，将在离岸贸易、跨境投商
行一体化等领域产生更复杂多样的金
融需求，招行海口分行将紧跟自贸港
建设步伐，聚焦于海南高质量发展重
大战略部署，聚力于海南居民享受更
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让金融活水流
向海南经济体的各个角落。

下一个十年，招行海口分行有何
新招、高招，我们拭目以待。

（撰文/慧文 林依琦）

2012年11月23日，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海口分行）揭牌成立。自此，招商银行正式拉开了深耕海南、服务海南的发展序幕。
十年间，深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琼州大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浪潮激涌南海之滨，全省经济社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十年，招商银

行秉承着“敢为天下先”的企业精神，坚持“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践行着“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奋楫扬帆、笃行不怠，以金融
活水助力企业发展，用暖心之举服务百姓民生，见证并参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目前，在总行“打造增量—增收—增效—增值的四增价值循环链”的业务引导下，招行海口分行规模效益居当地股份制同业前
列，有力支持了海南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谱写新时代海南更加出彩的新篇章贡献了“招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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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这十年│
潮涌十载 风华正兴

⦾2012年
11月23日招商银行正式落子海南
至2012年末，开业仅一个月的海口分

行就取得了存款 14.65 亿元、贷款 5.17 亿
元、营业收入621万元的不俗业绩，实现了

“开门红”。

⦾2013年
海口分行迎来发展元年，实现多项业

务零的突破
这一年，分行实现了同业存放业务零

的突破，全额承接中央补助生育保险资金
账户，落地农商行 28.5 亿元同业理财，成
功获取公积金贷款业务资格，获批开办海
南省本级国库集中支付代理业务资格。

⦾2014年
网点建设全面铺开，金融服务标准

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
2014 年是分行网点建设全面铺开的

一年：国贸支行、海甸支行、国兴支行相继
开业；截至年末分行实现营业净收入2.83
亿元。

⦾2015年
2015年分行网点布局进一步完善
2015 年，分行网点布局更加完善，海

秀支行、南海大道支行相继成立；创建服
务型标杆网点取得重要突破，分行在2016
年摘回“中国银行业千佳示范单位”荣誉，
第6家同城支行——海德路支行也在这一
年开业。

⦾2017年
喜获全国“百佳示范网点”殊荣
这一年，分行服务实现新的跨越：分

行营业部荣获全国“百佳示范网点”这一
中国银行业服务管理体系中含金量最高
的荣誉；分行联动京东集团，在金融板块
全国首单“京小贷”供应链产品的合作取
得了圆满成功。同年，分行获评2017年度
优秀分行。开业五年的海口分行各项存
款106.19亿元，各项贷款96.97亿元，营业
收入4.33亿元。

⦾2018年
着力探索全国首家总分模式FT账户

体系复制推广项目
这一年，海南迎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重大历史机
遇。海口分行紧密围绕国家对海南的战
略定位和区域特点，探索跨境业务和自贸
业务创新。

⦾2019年
海口分行FT账户通过人民银行验收
2019年4月，分行成功落地全国首家

总分模式 FT 账户体系复制推广项目；财
政机构业务获得重大资质的突破；海口分
行首家异地二级分行三亚分行于这一年
开业，海口分行以南北两极网点布局、专
业高效金融服务自贸港的初心使命更加
明确。

⦾2020年
逐渐成为全省外商投资（FDI）首问银行
这一年，海口分行一手战疫情，一手

抓业务，落地全行首单定期保证金系统项
下商票保贴业务；成功投放疫情期间全国
首单旅游目的地资产证券化融资业务；落
地首笔分行战略客户内保外债业务……
逐渐成为全省外商投资（FDI）首问银行。

⦾2021年
跨境业务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创下

多项首单、大单
落地国内第一大破产重整并购项目；

联动永隆银行完成云南白药集团境外结
构性融资业务；办理首批市场化QFLP基
金业务；全国首家 CDR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首单FT全功能资金池业务；新经济头
部企业 FT 全功能跨境资金池业务；首单
内保 FT 跨境并购；首单国企战略客户商
票供应链业务；首例全国“信酬制”试点
……截至年末，分行境外存贷款增量、存
量首次站上全省银行业的头把交椅。

⦾2022年
核心业务快速增长，成为系统内重要

的跨境业务联动平台
落子海南第十个年头，分行网点数量

达到十家，整体经营效益大幅提升，核心
业务快速增长，成为系统内重要的跨境
业务联动平台，本地市场竞争力持续增
强，截至目前，海口分行时点存款规模近
500 亿元、贷款规模近 270 亿元、十年累
计投放信贷资金600亿元、累计缴纳各项
税款6.8亿元。

2012年11月23日，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揭牌成立，正式拉开了深耕海南、服务海南的发展序幕。 2022年10月26日，招行海口金贸支行开业，在琼机构布局进一步完善，网点数量达到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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