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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4月开办至今，招商银行
海口分行国际业务从无到有，1年多来
稳定壮大，充分体现了招行的特色与优
势。1年多来，招行海口分行紧抓市场
契机，依托招行“本外币、境内外、离在
岸、投商行”四位一体的平台优势，充分
利用招行总行丰富的国际金融产品体
系，围绕客户资金跨境流动需求，提供全
方位结算、融资、财富管理等服务，全面
打造多元化的跨境金融综合服务体系，
成效显著。

知识营销 夯实客户基础

招行海口分行注重营销客户基础，高
度重视传统业务发展，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国际业务专业服务。如今，知识营销已成
为招行海口分行国际业务营销的有效手
段，在提升银行与客户的粘合度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招行海口分行每一次在解决
客户的单证、外汇、融资的业务难题时，所
提供的专业咨询服务都成为了分行与客
户之间的有力营销途径。通过知识营销，
招行海口分行打造了高附加值的国际业
务服务，为分行夯实客户基础、强化与客
户的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内，招行海口分行加强与经营单位
的互动、培训，努力提高各经营团队利用

跨境产品的能力；对外，招行海口分行努
力将主打的“两点贸易”变“三点贸易”的
观点推广给客户，成功打破海南客户以往
的贸易和结算方式中进出口结算、融资为
押汇的传统观念，得到客户认同。

加强创新 贴近市场需求

在外币流动性、贷存比和资本约束的
制约下，招行总行加强了贸易融资规模管
理，让贸易融资规模成为稀缺资源。进口
业务由于外汇贷款规模受限，融资价格偏
高，对大客户的报价缺乏竞争优势，影响
了进口贸易融资业务的开展。

面对新形势，招行海口分行深入研
究产品，成功为客户办理了几笔远期即
付业务，既有效规避了海口分行贸融信
贷规模紧张的劣势，还不占用海口分行
信贷规模；同时将客户资产转移到境外
银行，让他们可以享有境外低成本的贷
款利率。在维持客户现有结算和融资
方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招行海口分行
利用产品创新，进一步满足了客户结算
和低成本融资的需求，成为撬动海南本
地客户业务的有力武器。这不仅为客
户节约了财务成本，还为招行海口分行
带来了不菲的中间业务收入，双赢的结
果皆大欢喜，也有效维系并深化了招行

海口分行与客户的关系。
随着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

提速，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也日益加
快，应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成为不少
进出口企业的选择。当地部分企业也
倾向于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招
行海口分行紧盯几家利用人民币结算
的大企业，在洽谈初期即大力推荐以招
行作为结算行的优势；经营单位也加紧
授信发起工作。2014年初授信一落地，
招行海口分行即开始为客户办理跨境
人民币结算业务。自 2014 年开年至
今，招行海口分行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
到1.5亿人民币，名列新建行第一。

跨境联动 突显业务优势

在招行总行离岸业务部的大力支
持下，招行海口分行成功办理了离岸监
管账户。该客户原先通过国开行境外
分行进行还款，招行海口分行获悉业务
机会后，主动切入，借助招行离岸业务
的优势，为客户和国开行设计还款方
案，满足了客户对资金清算时效性和监
管账户安全性的要求。该账户是监管
客户在国开行的外汇贷款还款账户，在
监管期间，将为招行海口分行带来一定
的外币保证金存款和结算量。在业务

的处理过程中，因时间要求紧，招行海
口分行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遇到了流程
和操作上的问题，经咨询总行及兄弟行，
招行海口分行离岸监管账户顺利办理完
毕，获得客户认可，为今后的业务合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该业务正在持续
办理中。

多点开花 业务全面发展

招行海口分行全力推动“资本通”、
“商贸通”、“财富通”三大特色产品体系，
在重视基础和加强创新上保持均衡发展，
努力结合海南地区市场特点突出自身业
务特色，针对不同客户利用“一户一策”推
动海口分行业务实现全面发展。在国际
结算方面，海口分行的进口开证、出口议
付、进口代收、出口托收、汇入汇出都有了
全面的发展和突破。内贸和供应链金融
作为今年的工作重心，招行海口分行的国
内信用证开证，议付业务也有了一定的突
破。

招行海口分行国际业务之舟将继续
高扬风帆，立足于国际业务、跨境联动、供
应链金融等国内外贸易融资业务，在深入
推进“二次转型”的航线上破浪前行，全速
前进，为招行海口分行提升效益、拓宽市
场做出更多的贡献。 （鄂海）

厚积薄发 成效彰显

招行海口分行国际业务持续增长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李关平）
“这电动车最快能跑80公里，车轮大，很拉
风！只要1200元。”今天上午，在海口市东
湖路人行道上，一位车商王某正在向路人
兜售超标电动自行车。而今天，是海口市
禁止超标车上路的第二天。

记者在东湖路看到，人行道上呈一字
型排满了二手电动车，其中十之八九都是
超标车，初步统计有上百辆之多。不少市
民正在路边与车商砍价，现场颇为壮观。

车商王某告诉记者，除了现场摆放
的超标车11部，家里还存放10余部，其
中有已经办理过注销手续的超标车，也
有仍然挂着黄牌的超标车，“因为交警部
门禁止上路，很多人出售给我”。

“有没有手续及凭证，会不会是赃
车？”记者问。王某告诉记者，不会有赃

车，但是注销过的超标车凭证被收走了，
他可以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给买主，出问
题找他本人。

记者发现，这里销售的二手超标车价
格不低，车况较好的超标车最高开价1800
元，最低700元。“买了可以送回农村开，也
可以在城市里夜晚开，超标车力气大，拉货
多，实用！”一位车商如是“推销”。

海口市交警支队负责人表示，无论
是白天还是夜晚，城区还是乡镇，海口市
都禁止超标车上路行驶，违者扣车并罚
款1000元，请市民不要购置二手超标
车。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超标车的车速
快，制动性能差，极易引发事故。

海口市工商局市场处负责人介绍，对
于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依据《海口市电
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
没收车辆和违法所得，处销售车辆（包括已
售出的和未售出的车辆）货值等值以上3倍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这边警方严禁上路 那边车商大力推销

百辆二手超标电动车沿街卖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周平虎）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从6月30日
至7月15日，海榆中线永兴至东山镇路段因路
面沥青施工需要，将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过往车
辆绕行。

海榆中线永兴至东山镇路段

封闭施工至7月15日

本报海口7月2日讯 （记者李关
平）7月1日上午11时许，海口慧谷药
业生产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导致4人死
亡，多人受伤。目前，海口市安监局、

公安局、药监局等部门联合对这起安
全生产事故展开调查，并要求慧谷药
业停产整改。

海口市安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海

口市相关部门主要对事故现场进行勘
查，首先要找到爆炸点，调查清楚爆炸
原因。并要求事发企业停产整改，积极
做好善后工作。

慧谷药业负责人表示，事故发生
之后该公司最主要的工作是做好善
后安抚工作，一方面是对伤者 ，垫足
医药费用；另一方面是对死者，尽量
满足所有要求。其次，配合好相关部
门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工作。发生事
故的这套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五六年
的时间。

海口慧谷药业停产整改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刘贡）

海口市琼山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截止2日
中午12时，海口龙塘糖厂泄露糖蜜干渠
全部清扫干净，渗漏进入糖厂附近小水
塘的水体已稀释达标，可直接排入南渡
江。记者17时现场看到，受影响的干渠
仍在不断用水泵抽水冲洗，水质清澈。

据发现糖蜜泄露并向上级部门举报
的海口市龙塘饮用水水源保护站工作人
员黄龙介绍，该保护站日夜巡查不少于
4趟。7月1日上午11时25分，正在巡
查的黄龙发现糖厂干渠傍着雨水，有褐
色水流渗漏进入附近小水塘，随即流入
南渡江。由于该地处于饮用水源二级保
护区，便立刻举报。

海口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宋延巍
表示，事发之地距离饮用水源地约
2.7 公里。接到举报后，市政府联合
水务、琼山区政府等部门赶赴现场采
取了截断污染源、清理干渠、抽水稀
释小水塘等措施。此外，根据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监测相关规定的要求，增
加了南渡江龙塘段水质的采样点和
监测频率。

海口市环保局监测部门于7月1日
13时30分、14时30分、16时30分、18
时30分以及7月2日上午9时采样，均
分别选取三桥桥头上游 200米、中游
500米、下游1000米以及龙塘取水点等
4个断面进行应急加密监测，指标包括
高锰酸钾指数、氨氮、石油类、PH值、化
学需氧量、水温等。五次监测结果表明，
南渡江龙塘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国家地
表水三类标准。

琼山区政府牵头，已经责令龙塘糖
厂暂停拆除设备行为，各级部门加大了
对糖厂的监管力度，并排查周边环境风
险，以消除饮用水源附近隐患。

海口龙塘糖厂渗漏糖蜜全部处理

糖厂附近水源
水质达标

本报海口7月2日讯 （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高速公路上，穿着
时尚的女子拦车求援，声称钱包被偷借
钱加油，你可要小心可能是骗局。

近日，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监控中
心警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发现，环岛高
速东线段的不同路段出现同一场景，一
辆奔驰或奥迪车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违法停车，挂着外省号牌，一衣着时尚
的女孩走下车向途经车辆招手示意停

车，待车辆停下后，该女子与驾驶人交
流，有的驾驶人停下后说几句就走了，
有的竟然掏钱包向女子递上钞票。

这一现象引起值班警官的注意。警
方经查询获悉，这女子拦下车主的车后，声
称是外地人，钱包掉了，现在急着赶去码头
出岛，可是车没油了，想借点钱加油，以后
一定奉还。看着穿着时尚，开着好车的妙
龄女子，不少车主便慷慨解囊。

省交警总队警官通过查询系统查询

女子乘坐的车辆号牌，均登记为租赁公
司名下。经警方综合分析，上述“借钱加
油”行为涉嫌行骗。警方提醒车主，小心
上当！驾驶人遇到类似情况，可以观察
记住对方的体貌特征及车牌号等信息，
方便及时报案。同时，机动车非紧急情
况下，严禁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违
反者将会罚200元、记6分。

➡ 一妙龄女子正拦车借钱。
图片由省交警总队提供

美女高速路拦车借钱加油
省交警提醒：小心中了“美人计”

■ 实习生 林诗婷 本报记者 梁振君

7月1日上午8时，一辆车牌号为

“琼A35908”的海南省血液中心献血车
驶进了省国资委大院。车内的五名医护
人员，有的准备抽血、测量血压等器材，
有的准备测试献血者身体情况，等待着
来自国资委系统的工作人员义务献血。

上午10时，记者在办公大楼碰到
了国资委党群处干部杨谦。“我昨天刚
献完，不然今天我还会参加献血的。”他
自豪地掏出保存多年的献血证。献血

记录上显示，6月30日杨谦已在海口明
珠广场献血点义务献血400ml。

翻开献血证，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
杨谦从1996年10月9日开始的义务献
血记录，完全无法同眼前这位因为年纪
关系有着略微发福的“啤酒肚”、喜爱侃
侃而谈、成天乐呵呵的海南大叔联系起
来。记者发现，杨谦每一年均有一至两
次 参 加 义 务 献 血 的 记 录 ，200ml、

400ml、200ml……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顿时变得鲜活，记载着一份19年执着奉
献的爱心。

杨谦的献血证记录显示，他已经连
续义务献血19年。据他介绍，从1993
年省政府办公厅动员的一次义务献血活
动开始，他便献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血。

杨谦回忆：“当时自己对献血相关知识
了解也较少，顾虑是有的，很害怕，不敢献
太多，更没敢告诉家人。后来年年献，发现
没什么问题呀，有的时候便一年献两次。”

爱心献血长跑19年有余，尽管家
人依旧不理解、不支持，但杨谦认为献
血有好处。“一方面可以维持胆固醇均
衡，另一方面还激励我坚持锻炼身体，
形成良性循环。”（本报海口7月2日讯）

省国资委干部杨谦：

无偿献血路“长跑”十九年

本报五指山7月2日电 （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王国军）从今年6月起，五指山市80岁以上老
人均可享受高龄津贴。据悉，80到89岁每位老
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100元，90到99岁每月发
放200元，100岁以上每月发放300元。目前，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申报、登记工作正在进行中。

五指山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五指
山市2011年就开始给90岁以上老人发放长寿补
助金，当时90到99岁每人发放100元，100岁以
上每人发放200元。

根据省老龄办的有关文件要求以及五指山市
的财政状况，此次五指山市将80岁以上老人列入
长寿补助范围。从6月起，不仅扩大老年人高龄
津贴发放范围，同时还提高补助标准。经初步测
算，五指山市80到89岁的老人有800多人，再加
上提高90岁以上老人补助标准，五指山市老年人
高龄津贴每年要多支出100多万元。

五指山扩大高龄津贴发放范围

80岁以上老人
均可享受高龄津贴

本报三亚7月2日电（记者张靖超）三亚市
2015年高龄老人津贴申报登记工作于7月1日启
动，截止时间为8月20日。据了解，津贴标准从
去年的120元至620元提高到150元至750元，
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可带相关材料到所在地村
（居）委会进行申报登记。

据三亚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马玉苗介绍，凡
是在1935年 12月 31日前出生、具有三亚市户
籍的高龄老人，由本人携带户口簿、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进行申报登
记。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不一致的老人，须出
具常住地村（居）委会证明及联系方式。没有身
份证或年龄信息有异议的老人，须出具户籍所
在地派出所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委托他人办
理的，需提供本人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填写《三亚市高龄老人津贴申报
登记表》。

据悉，三亚高龄老人津贴按年龄分三档发
放，第一档为80至8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
享受150元高龄老人津贴，90至99周岁的老年
人，每人每月享受270元高龄老人津贴；100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750元高龄老人
津贴。

三亚2015年
高龄津贴开始申报
津贴标准每人每月150至750元不等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本报三亚 7月 2日电 （记者黄媛艳）三亚
通过实施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救助项
目，通过省市财政支持和医院自筹资金等方
式，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救助金 92.5 万元，成
功救治452名孕妇，这是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卫
生局获悉的。

三亚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救助

已救治452名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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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超标电动车退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