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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自贸英语角⑨

A：Can you do me a favor，please？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B：Sure.
当然可以。
A：Shall we go now？
我们现在走吗？
B：Certainly.
当然可以。
A：Can you help me make a phone

call to room 8018，please？
可以帮我给8018房间打个电话吗？
B：OK，no problem /Pardon？
好的，没问题。/请再说一遍。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瑜
朗读的英语音频。

推进电网主网架结构建设和城乡电网智能化
升级改造，开展智能电网、微电网等示范项目建设。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
power grid structure and intelligent up-
grading and rebuilding of urban and ru-
ral power grids and carry out the con-
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projects such
as smart grid and micro-grid.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作为海南省唯一的省级法人商业
银行，海南银行的发展备受关注。

海南银行最新业绩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该行实现营业净收入2.9亿元，同
比增长33%，存款、贷款等各项指标稳步
增长，在银行业盈利增速整体放缓的大
背景下，海南银行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既定战略。

经营质效稳中向好

资产负债和财务效益是衡量一个
银行经营情况的主要指标。目前，海南
银行资产规模、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
别为400亿元、240亿元、156亿元，较
一季度末均实现增长，营业收入增幅快
于营业支出增幅，经营效益稳步增长。
今年以来，海南银行资产总量、结构和
质量的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深化，一季
度实现营业净收入同比增长33%。

33%的增幅背后是海南银行对业
务结构的主动调整。海南银行在扩大
信贷投放的同时压降同业业务规模，

将同业负债占比等指标调整到监管要
求的合理水平，同时优化信贷布局，将
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要求落
到经营发展的实处。

信贷数据更能体现海南银行新的
发展动向——2018年累计发放小微企
业贷款16亿元；2018年末，海南银行
服务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1.64亿元，
占企业贷款余额的86%，零售存款与
客户规模同比增长超160%，个人消费
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近6倍。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2018年末，海
南银行资本充足率15.77%，一级资本充
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4.61%，
资本充足率指标明显优于监管指标。

除了经营业绩外，风险管理对于
银行也尤为重要。成立以来，海南银
行风险抵御能力保持较高水平，今年
5月底不良贷款率0.4%。

同时，海南银行加大机构建设投
入，提升服务能力。2018年，该行新
设9家网点，网点数量达到25家，实
现分支网点市县全覆盖。提前完成了
省委、省政府要求的“到2020年省内
县域机构全覆盖”的任务。

对于一家新设立的银行，业务资
质同样体现其发展质效。2018年以
来，海南银行新获得了外汇业务、住房
公积金归集、债券借贷等近10项业务
资质，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改革创新激流勇进

为服务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3月14日，海南银行成立了消费金融
部和网络金融部，围绕健康旅游、文化
旅游等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加快推进
线上线下消费金融渠道建设。

2019年，海南银行还大力推进制
度创新，修订出台75项制度，涵盖优
化业务流程、健全考核机制、运营转型
等方方面面，不断激发经营活力。

在优化信贷流程方面，海南银行
信贷审批提速明显，大额授信项目或
省市重点项目实行双线或平行作业模
式，对小微、个人授信实行集中批量审
批；同时实行限时审批放款，个人贷款
7日内审批、3日内放款，小微贷款7
日内放款。

制度创新增强了产品创新“原动

力”。2018年以来，海南银行的新产
品不断涌现。以信贷产品为例，海南
银行在信用贷、流水贷、税务贷、政保
贷等近30款普惠金融特色产品的基
础上，还探索推出专利权、知识产权等
新型融资模式，建立起更为丰富立体
的产品体系。

银行理财加速净值化转型的背景
下，海南银行迅速谋划，于5月23日
推出首款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实
现省内法人银行机构对全面符合“资
管新规”净值型理财产品的率先布局。

个人业务方面，海南银行为省内
高层次人才定制人才尊享卡，提供专
属理财等8大类服务。

责任担当更为彰显

海南银行始终把服务海南实体经
济作为工作主线，积极探索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新举措、新路径。

一是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海
南银行牵头服务地方政府发行专项
债，在全省范围内对2018年度72项重
点项目精准对接，为中国科学院等100

多家南繁育种单位提供专业服务，采
取银行保函形式助力海南游艇旅游产
业发展。二是扎实推进普惠金融。海
南银行持续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
利率，加大业务审批授权，累计贷款支
持千余家企业，发放贷款50多亿元。

在经营过程中，海南银行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2018年，海南银行扎实
推进金融扶贫，开展“消费扶贫爱心行
动”，帮助扶贫点五指山什会村实现

“整村出列”，获得“2018年度海南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荣誉，全省
国资系统扶贫考评优秀。

海南银行注重加强消费者权益保
护。在2017年消保考核评价中获得
二级B档评级，在省内12家法人银行
中排名第一。

下一步，海南银行将加强分支机
构的服务、经营、管理、风控、创新等9
个方面能力建设，持续进行体制机制
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升业务发
展质量，打造美好新海南的特色银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的
创新银行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成熟
银行。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

成长与价值兼备 经营质效稳中向好

海南银行“稳中出新”聚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那大6月24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罗凤灵 高琼芳）6月24
日上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儋州市人民法院集中宣判6起毒品
犯罪案件，18名被告人全部获刑。
其中，一起重大涉毒案件的2名毒贩
一审被判死刑，另2名毒贩一审被判

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限制减刑。
儋州法院首先对4起毒品犯罪

案件的9名被告人分别进行宣判，以
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或盗
窃罪，一审判处钟某佳（女）、王某、
江某敬等9人有期徒刑2年6个月
至14年10个月不等，并各处1万元

至10万元不等的罚金。
随后，省二中院就2起涉毒案9

名被告人进行宣判。一起涉毒案被
告人郭某明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另一案中，被告人黄某鹏、钟某俏
贩卖、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

害性大，罪行极其严重，省二中院一审
判处黄某鹏、钟某俏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蔡
某敏、陈某群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
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庄某良
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犯贩卖毒品
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余3名被告人，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至15年不等，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或罚金。

据了解，黄某鹏、钟某俏等8人
跨省跨地区贩卖、运输冰毒高达50
多公斤，是海南西部迄今为止贩毒
数量最大的一起毒品案件。

2019年海南省
高考成绩发布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2019年海南
省普通高考分数查询通道于6月24
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正式开通。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
考生可通过关注省考试局政务微信公
众号“海南考试”、扫描报考卡上的个
人二维码、登录省考试局官方网站、登
录互联网应用平台“海南高考圈”、关
注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公众号“海南省
教育厅、微信“城市服务”功能、登录中
国政务服务平台等7种途径查询考分。

海口7所公办幼儿园公布招生方案
今年共招生897人

◀上接A01版
通知要求，要扎实抓好学习教育。聚焦主题

开展学习，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来组织学习，党员领
导干部要以自学为主，静下心、坐下来，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通读相关学习材料，在多思多
想、学深悟透，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
抓好集中学习研讨，采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形式，聚焦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
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优良
学风，把学习研讨同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面临
的紧迫问题结合起来，同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
作实际结合起来。

通知明确，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
究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有针
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与履职尽
责、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任务和当前正在做的事
情结合起来。调查研究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着
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哪些方面问题突出就
聚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就重
点在哪个环节调研。同时，要在深入学习理论
和扎实开展调研基础上讲好专题党课，主要负
责同志要带头讲，其他班子成员到所分管领域
或基层单位讲。

通知要求，要检视反思突出问题。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广开言路、畅通渠道，真心诚
意听取基层党员群众、工作服务对象的意见建
议。党员干部要自觉对表对标，对照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突出问题，对照
《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对照初心使
命，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
榜样，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同时，领导班
子和班子成员要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
神，认真检视反思，针对工作短板、具体问题，
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方面进行深入
剖析。

通知明确，要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着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抓好
问题整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领导班子从
检视剖析的问题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
专项整治工作，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中，分
别列出几个最突出的、在主题教育期间能够解
决的问题，抓紧整改解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要切实抓好自身的问题整改，防止只抓下
级、不抓自身。

通知强调，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都要做实做好做到位，特别是各级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不能只把
自己当作主题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置身于外，
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切实防止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和走过场。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叶媛
媛 计思佳）近日，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海口市机关幼儿园、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等7所市属公办幼儿园陆续公布2019
年秋季招生方案，共计划招生897人。

海口市教育局提醒，家长网上申请
不分先后顺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请
即可，每位家长可选择一所幼儿园进行
网上申请。符合条件的双胞胎，其家长
在网上申请学位需注明“双胞胎”，在摇
号过程中，只要其中一个摇到学位，双
胞胎中的另一个也能拥有学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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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请时间计划招收人数 电脑摇号时间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138人 6月24日上午8：00至6月30日17：00 7月8日上午9：00

海口市机关幼儿园 115人 6月24日上午8：00至6月30日17：00 7月9日上午9：00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207人 6月24日上午8：00至6月30日17：00 7月9日上午9：00

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 69人 6月24日上午8：00至6月30日17：00 7月9日上午9：00

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 92人 6月24日上午8：00至6月30日17：00 7月9日下午3：00

海口市卫生幼儿园 207人 6月24日上午8：00至6月30日17：00 7月8日下午3：00

海口市港湾幼儿园 69人 6月24日上午9：00至6月30日17：00 7月6日上午

省二中院与儋州法院一审宣判6起涉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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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禁毒知识
向毒品说“不”

近日，在位于义龙中学的海
口市龙华区毒品预防教育基地
内，学生们通过多媒体影像，了解
毒品对人体各个器官造成的伤害
（图①）；通过VR情景模拟体验，
学习禁毒知识（图②）。

据了解，毒品预防教育基地
通过图文、仿真实物、多媒体影
像、VR情景体验等方式向学生全
景化展现了毒品的特性、危害，预
防毒品的重要性，让学生在互动
体验中学习了解毒品危害，向毒
品说“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爱心助学

“爱心助学”项目由海口市教育局牵头组织实施，计划安排
90万元专项资金资助贫困家庭大学新生180名，人均一次性
资助学费5000元。

申请“爱心助学”学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属海口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农村低保家庭（农村特困供

养）学生；孤残学生；属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属于军烈
属、优抚对象家庭子女；因父母、同胞兄弟姐妹或本人患重大疾
病致家庭非常困难，无法支撑上学费用。

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

“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由海口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牵头组织实施，计划安排50万元专项资金资助100名贫
困家庭大学新生，人均一次性资助5000元。

申请“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

属于城镇特困户独生子女；属于农村特困户独生子女；属于
农村特困二女结扎户子女。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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