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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口（4人）
1. 周家雄，男，汉族，1951年 10月

10日出生，海南省海口市人，退休前系
海口市琼山区妇幼保健院医生，2021年
被海口市授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
称号。

2021年4月26日18时许，因天降
暴雨，海口市振发横路路段一根路灯导
线因积水严重而漏电，海南白驹学校一
名男同学刚出校门没多远，突然触电倒
地。恰经此地的周家雄立即上前查看，
发现触电的小孩面色苍白、口唇发紫，小
孩四肢冰凉。污水中，周家雄完成了心
肺复苏、人工呼吸等一系列的急救措
施。“我大约操作了2分钟左右，然后去
摸颈动脉，发现有轻微的搏动。又继续
急救，孩子的嘴巴和脸部有了一点红
润。小孩开始打嗝，吐了一点水。有希
望了，我又继续急救，使他慢慢地缓过
来，并可以坐起来也可以说话了。那个
时候我的心才放下。”周家雄将这名男孩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观察了孩子20多
分钟，在孩子有学校老师、亲人照顾和
120急救车赶来时，他才不事声张地退
出人群。

2.王囿瑾，男，汉族，1987年7月15
日出生，海南省海口市人，海南大润发商
业有限公司员工，2021年被海口市授予

“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20年7月12日凌晨3时许，王囿

瑾骑电动车到海口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
十字路口，在汇隆大厦楼下看到两个人
企图偷盗电动车。王囿瑾大喊抓贼，其
中一名白衣小偷跑向汇隆广场地下室，
王囿瑾边追边打电话报警。汇隆广场的
保安听到王囿瑾呼喊抓贼，也出来和王
囿瑾一起追赶白衣小偷，后来琼山分局
飞鹰队赶到，最终在汇隆大厦地下室将
该小偷抓获。2016年-2019年期间，王
囿瑾多次协助公安机关打击、制止违法
犯罪行为，先后发现并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269人，其中盗窃嫌疑人50名、贩
毒嫌疑人45名、吸毒嫌疑人170名、网
上在逃人员4名，找回被盗电动车近百
辆。

3.张永康，男，汉族，2002年9月19
日出生，河南省周口市人，海南省技师学
院学生，2021年被海口市授予“见义勇
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20年1月9日晚8时左右，张永
康在海口市江海郡小区对面街道的商店
买东西，突然听见呼救声。张永康跑出
去一看，见对面街道犯罪嫌疑人张某山
对谭红云女士实施抢劫。张永康立即放
下手里的东西，冲了过去。当时张某山
抢劫后正准备骑电动车逃跑，张永康上
去飞起一脚将电动车踹翻倒地，并死死
控制反抗的嫌疑人。在搏斗过程中，张
永康的右手第四掌骨受伤骨折断裂。但
他不顾伤痛，在旁边一位大叔帮助下，迅
速报警。直到警车到达现场路口后，张
永康才将犯罪嫌疑人张某山交给旁边协
助的群众继续控制，后由警方处置。

4.郭宏璟，男，汉族，1999年1月11
日出生，山西省大同市人，海南大学法学
院学生，2021年被海口市授予“见义勇

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20年11月24日下午5时许，马

世权老人在妻子的陪同下前往海南大学
荷花池边散步，因操作失误按到了轮椅
上的前进按钮，老人连同轮椅一头扎进
了荷花池。前往荷花池边看书的郭宏璟
同学目睹到这一幕，纵身跃入池中快速
将老人身上的轮椅安全带解开。因池水
已经没过了老人的胸脯，再加上池中淤
泥堆积，几乎寸步难行，他就顺势一把将
老人架到肩膀上，以托举的姿势将老人
移送到岸边，在周围的人群帮助下安抚
老人。当确认老人无大碍后，郭宏璟又
再次返回池中，涉水将老人的轮椅打捞
上岸，在确认马世权老人没有危险并能
自理之后，他才离开事发现场。

二、三亚（2人）
5.吴建章，男，汉族，1968年6月出

生，湖北省监利县人，海南义伟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2月2日被三
亚市评为见义勇为人员。

2019年2月12日下午，吴建章骑车
沿着迎宾路行驶，经过三亚市同心家园
小区（三期）路段时，发现前面的轿车突
然开起了“S”型路线，随后停在了前面的
斑马线上，只见一名男子从车里跌出来倒
在地上。吴建章见此情况立即上前施救，
得知该男子患有冠心病，倒地前是挣扎去
后备箱拿救心药，但手脚使不上力，只能
在地上爬行。吴建章在旁边的人帮助下，
按压伤者手上的“虎口”，喂服救心药物。
伤者吃过药等了半个小时后，直至120救
护车来到现场，吴建章又帮着医务人员将
患者抬上车，并随车送患者到医院救治，
待患者情况稳定后才离开医院。

6.李国华，男，汉族，1991年1月出
生，陕西省西安市人，陕西省西安市未央
区明光医院医生，2021年6月11日被三
亚市评为见义勇为人员。

李国华于2021年4月29日凌晨携
家人来三亚旅游，入住亚龙湾一酒店。
当日13时40分许，他跟岳父和孩子在
酒店泳池里游泳，忽然听到酒店工作人
员喊声：“杀人了，杀人了”，原来是该酒
店大堂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致1死4
伤。李国华闻讯后先是将岳父和孩子带
到泳池旁卖饮料的小卖部安置，然后在
泳池边找到一根用来支撑帐篷的钢管，
就迅速冲到案发地点。这时，歹徒已逃
窜到酒店一房间内，酒店人员迅速报警，
李国华则手持钢管守在房间门前，将歹
徒堵在房间内，防止歹徒再次出来行
凶。直到警察赶来，李国华与警察一起
并肩作战，将歹徒制服才离开现场。

三、琼海（1人）
7.谭志平，男，汉族，1996年11月6

日出生，湖南省涟源市人，琼海市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辅警，2020年5月18日被琼
海市授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19年11月19日凌晨零时许，琼
海市爱华路一居民楼突然发生起火，浓
烟封锁5层楼高的居民楼。刚值完夜班
回家的琼海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路管员
谭志平骑车经过，发现该楼房一楼有火
苗和浓烟往外窜，有人高喊“失火了、失
火了！”，谭志平立即将摩托车停在路边

向着火点跑去，同时掏出手机联系正在
值班的同事将情况上报。接着，谭志平
呼喊、组织周边商户和群众从旁边铺面
拉出消防水管灭火。此时，整个楼道都
被浓烟封锁，火苗、高温和浓烟封堵了楼
道，谭志平听到在3楼窗户防盗网处有
人呼救，火情紧急，便不顾个人安危，用
衣服将口鼻捂住上楼抢救。有群众劝他
等消防队员过来，但时间紧急，谭志平一
个人在浓烟中摸索着冲上3楼，将一名
被浓烟包围的女子救下楼，脱离了危险。

四、文昌（1个群体，共2人）
8.陈日能，男，汉族，1982年9月出

生，海南省文昌市人，文昌市会文镇冠南
小学校警，2021年4月6日被文昌市授
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9.林国盛，男，汉族，2002年12月出
生，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管南村柳家村
村民，2021年4月6日被文昌市授予“见
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19年8月22日下午6时，天气稍
晴，家住文昌市会文镇冠南村67岁的梁
振冠约上同伴在冠南村附近海域赶海。
当时潮低，他们徒步跨越离岸约2海里
的海滩去捞虾。7点多钟，陈日能与林国
盛也驾驶渔船出海捕鱼。

晚上10时许，天下起雨，开始涨潮，
梁振冠与同伴在该海滩附近海域返回时，
徒步过来的那条深海沟已经涨满水。梁
振冠和同伴决定游过海沟。于是，同伴
拼尽全力先一步游回了岸上，而水性不
好的梁振冠游到一半时，由于水流湍急，
体力不支，便被潮水带走。此时，陈日能
与林国盛驾驶渔船已往回开，在靠近深
海沟处听见呼救声，发现离船约一百米
的海里有人在拼命挣扎。陈日能即高喊
林国盛调转船头前去救人。

当船靠近水中人员时，陈日能匐下
身子，半个身子伸出船外，努力把手伸向
落水人员。但因水流湍急，陈日能抓住
落水者的手后，拖行了一段距离，又滑脱
落入海中。陈日能灵机一动，让林国盛
驾船朝梁振冠被水流带走的方向快速驶
去，超越梁振冠一段距离后再快速调转
船头迎面拦载。接着，陈日能再次匐下
身子，迅速伸手抓住梁振冠的手，并在此
瞬间把绳子递给梁振冠，防止手滑再次
失手。梁振冠抓住绳子后，林国盛一边
使劲往上拉绳子，陈日能一边使劲拉梁
振冠的手。经过努力，陈日能和林国盛
终于合力将梁振冠救上了岸。

五、万宁（2个群体，5人）
10.吴育海，男，汉族，1962年出生，

海南省万宁市和乐镇联丰村委会多德村
村民，2021年 1月 22日被万宁市授予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11.石爱华，男，汉族，1968年12月

出生，四川省眉山市人，四川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职员，2021年
1月22日被万宁市授予“见义勇为先进
群体”荣誉称号。

12.胡斌，男，汉族，1969年 2月28
日出生，四川省乐山市人，工商银行乐山
分行职员，2021年1月22日被万宁市授
予“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2019年9月7日下午，当时在万宁

市和乐镇联丰村委会多德村海边游玩的
四川籍游客石爱华和胡斌突然听到远处
传来呼救声，他们循声望去，发现远处的
海面上有两名孩子浮动的身影。于是，
石爱华和胡斌便使劲朝孩子游去抢救，
同时大喊着让同伴也过来救人。但因台
风后的海浪过大，溺水的两名孩子位置
不断变化，他俩最终未能救到孩子。当
石爱华和胡斌开始朝岸边游回之时，石
爱华因体力消耗过大，身体突然下沉溺
水，游在他旁边的胡斌发现后，迅速游过
去施救，将石爱华救上了岸。

此时，家住海边的吴育海吃完晚饭
后正坐在海边休息，突然一位女子跑过
来气喘吁吁地说“海里有人溺水了”。闻
讯后，吴育海立即根据女子指出的方向
冲了过去，扑进了海里。但由于海浪过
大，吴育海无法确认孩子所在的位置，搜
救一段时间无果后，吴育海只能游回岸
边。在往回游的途中，一个大浪从吴育
海背后打过，他感觉到有东西碰到了手
臂，即条件反射地抓住碰到自己的物体，
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一个孩子，吴育海连
忙将溺水的孩子抱起游回岸边。上岸后
吴育海给溺水的孩子施行人工呼吸，但
那孩子已没有生命体征。

13.吴志明，男，汉族，1974年11月
出生，海南省万宁市人，万宁市兴隆经济
区橡胶四分公司护林员，2021年1月22
日被万宁市授予“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
誉称号。

14.吴英翔，男，黎族，2004年10月
出生，海南省万宁市人，海南省技工学校
学生，2021年 1月 22日被万宁市授予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2019年3月22日10时30分左右，

中年妇女陈婆仁驾驶小轿车途经水利桥
方向往万宁市兴隆三十二队行驶时，不
慎连人带车冲入水深约 2.5 米的鱼塘
里。陈婆仁急忙从车内爬出向鱼塘堤边
游去，但因体力不支，在水里呼救。这
时，吴志明与儿子吴英翔骑摩托车经过
此地，吴英翔立即打电话求助，吴志明则
纵身跳到鱼塘里救人。但因那妇女身体
胖大沉重，加之在水中挣扎时间过长无
力动弹配合，吴志明连拖带扶将那妇女
拖扶约3米距离后，也感到体力不支。
吴英翔拨完报警和救护电话后，也纵身
跳进鱼塘，与吴志明一起边拉边推。经
过吴志明父子俩合力施救，几分钟后终
于将落水女子拖到堤岸。紧接着，吴志
明父子俩帮助落水的陈婆仁吐出呛水，
恢复正常呼吸。

六、东方（1人）
15.符建才，男，汉族，1994年2月出

生，海南省东方市居龙村村民，2021年4
月29日被东方市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荣誉称号。

2021年4月9日下午，学生谭某坤、
张某妮、张某（均13岁，东方第二思源实
验学校初一学生）、张某标（11岁，东方
第二思源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4人放
学后到东方市八所镇居龙村水塘边捡田
螺和抓螃蟹。期间谭某坤和张某妮二人
不慎滑倒跌入水中。由于水塘较深，不
会游泳的两人沉入水塘；年龄小、水性差

的张某也陷入水中。这时候居龙村村民
符建才正好路过水塘边，他发现路边有
4双小孩子的鞋，准备前去制止小孩不
要玩水。听到符建才的声音，在岸边的
张某标便大声呼救：“快！这里有人溺水
了”。符建才闻讯后跳入水中抢救。他
先是竭尽全力将小孩张某捞起，并迅速
将其头部托出水面，向岸边靠去，小孩张
某成功获救。接着，符建才继续跳进水
塘捞救谭某坤和张某妮，但未找到。之
后符建才上岸询问张某家属的电话，告
知家长其孩子溺水情况并拨打120急救
电话。后经120现场搜救，另两名学生
捞上岸后已无生命体征。

七、陵水（2人）
16.黄俊潮，男，汉族，1977年12月

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湖北科技学院核
技术和化学生物学院教师，2019年8月
1日被陵水黎族自治县授予“见义勇为
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19年2月7日下午，来自贵州省
六盘水市的乔双钰、乔锦鑫兄弟俩在正
值涨潮期的陵水县清水湾下水游泳时，
被海浪一同卷入深水区。黄俊潮听到呼
救声，拿着手上的塑料充气浮板，急忙朝
着出事海域游去施救。游至乔双钰兄弟
处后，黄俊潮把浮板递给乔双钰兄弟俩
抱住往回游。但在强大的离岸水流作用
下，黄俊潮3人被冲到远离海岸100多
米的海域。最终乔双钰兄弟借着浮板，
在随后赶来的清水湾雅居乐公司救生员
和岸上参加施救的游客协助下，被抛救
的绳索拖曳到沙滩上，成功获救。黄俊
潮精疲力尽地徒手游回岸边。

17.亢会元，男，汉族，1971年7月出
生，云南省罗平县人，江苏南通三建公司
富力海洋公司项目部建筑工人，2021年
5月13日被陵水黎族自治县追授“见义
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20年6月28日16时许，受富力
海洋公司工程部指派，湛江四建公司项
目部施工人员陈国东与陈国艳前往涉事
的污水井W224-1施工作业。陈国艳进
入井道，触电沉入井中；负责在井上看护
的陈国东见状大声呼救，随后在没有任
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管井救援，也
被困在井里。此时，在另一工地的施工
人员亢会元听到呼救声后，立即奔向涉
事井口救人。他用绳子绑在自己的腰
部，由其他人在井上抓着绳子，然后奋不
顾身地跳下井里救人。下井后，亢会元
发现绳子长度不够，又把绳子解开，在直
径约1米，深约3-4米的狭窄污水井里，
忍受着呛鼻的污气潜到井底搜救。但因
污水较深，井内空间有限，亢会元在施救
他人时不幸遇难牺牲。

八、昌江（1人）
18.王小明，男，汉族，1992年2月出

生，江苏省东海县人，海南省澄迈县消防
救援大队消防员，2020年1月16日被昌
江黎族自治县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荣誉称号。

2018年2月28日上午，昌江黎族自
治县石碌镇中心市场内，卖菜商户伍女
士突然晕倒，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口吐
白沫、呼吸不顺，随后发生休克。前去市

场采购的昌江消防大队司务长王小明看
到这一幕，凭借着急救经验，迅速从旁边
的菜摊拿了两块泡沫板，将伍女士放平
躺在泡沫板上，紧接着疏散人群保持空
气流通，并迅速跪在地上为伍女士施行
人工呼吸与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经过
两分多钟的抢救，伍女士慢慢地恢复了
知觉。之后，王小明等到120救护车赶
到，才放心离开。

九、保亭（1个群体，3人）
19.范建军，男，汉族，1985年9月出

生，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文市镇会湘
村下村屯村民，打零工，2021年5月25
日被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授予“见义勇
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石海清，男，黎族，1978年10月
出生，海南省保亭人，三亚市安隆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员工，2021年5月25日被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授予“见义勇为积极
分子”荣誉称号。

21.卢丹，女，黎族，1981年11月出
生，海南省儋州市人，三亚市爱乐幼儿园职
员，2021年5月25日被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授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21年2月15日，保亭毛感乡毛拉
洞水库一艘载人冲锋舟侧翻沉没，致船
上18名人员全部落水遇险。开小油船
到事发地附近割草的范建军听到呼救
声，即加足马力将船开过去救援。与此
同时，驾驶另一艘船的石海清和卢丹夫
妇也参与救援。落水人员穿着厚厚的冬
衣，又在冰冷水中不停地挣扎，体力迅速
消耗殆尽，有的人已开始下沉，只看到伸
出来求救的双手。范建军临危不乱，他
不顾船上还带一个不满5岁的孩子，冒
着小船随时都有侧翻沉没的危险，先后
救上6名落水人员。石海清和卢丹夫妇
也救起1名快要下沉的孩子。此次事
故，除了获救7人和6名落水人员自行游
回岸上外，其余5人不幸溺水失联。

十、洋浦（1人）
22.农国切，男，壮族，1989年4月出

生，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洋浦经济
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新英湾消防救援站
消防员，2020年被洋浦经济开发区授予

“开发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2020年7月1日上午，警情通报洋

浦信立花园2栋1单元电动摩托车着火，
农国切立即登上消防车随队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时，发现报警单元入户楼梯口
前有几辆电动车正在燃烧，整栋楼的楼
梯窗户都冒出黑烟，一名男子一手持砍
刀，一手揪着一名五六岁小孩的后衣领，
拉着孩子走来走去。

突然，劫持小孩的男子松开小孩转
身把旁边一辆电动车往火堆推去。借此
机会，农国切飞奔过去抢救小孩，男子发
现后即转身冲过来用砍刀砍向农国切。
农国切怕男子砍到小孩，一把搂住小孩
并用身体保护。此时，只听见农国切的
消防头盔“咣”的一声被持刀男子砍中，
农国切顺势把男子推到。持刀男子倒地
后不停挥刀砍向农国切，农国切的头盔
先后又被重击了两下，但小孩被救出安
然无恙。之后，在民警和队友的协助下，
持刀男子被制服。

第十五届全省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群体）
名单和主要事迹

创新金融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上接A01版
海南银行董事会秘书李勇表示，海南银
行最大特色就是贴近本土企业和群众，
最大优势就是致力于打造最短决策链，
可以快速贴切地针对海南各类需求创新
金融产品。

金融可以有速度。今年6月25日，
首笔供应链金融“票信通”业务成功落
地，从客户提交授信申请到完成放款仅
用了1个工作日。海南银行大力推进渠
道下沉、产品下沉、服务下沉、授权下沉，
使服务能够随需而变、应势而为。

金融可以有深度。海南银行针对
海南的优势特色行业和亟需发展的领
域推出200多款特色金融产品，基本打
造起覆盖全产业链的对公金融服务体
系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个人金融服务
体系。

金融可以有温度。“海南银行支持我
们以后，产能翻了将近7倍。”万宁槟榔
加工户陈明新说，适合当地特色的“槟榔
贷”，搭起了金融机构和农户的“连心
桥”。近年来，海南银行积极构建“大普
惠”格局，持续培育壮大普惠金融业务，
深耕本地消费场景，致力于成为海南人
从生活到创业的金融伙伴。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海南银行第一
时间投身抗疫，持续落实疫情防控常态
化要求，制定出台支持抗疫20项金融服
务措施和6条普惠专项政策，累计投放
支持抗疫普惠支小再贷款17亿元，延期
调整贷款 1.5 亿元，展期及续贷调整
9000万元，缓收利息110万元。

危房变新房、土路变水泥路、特色种
养取代“刀耕火种”……五指山市通什镇
什会村村民王国友一一列举海南银行定
点帮扶以来的变化：“谁还认得几年前的
穷山沟！”在去年整村脱贫出列的基础
上，2021 年上半年，海南银行又投入
22.43万元，改建百香果基地，扩建生猪
示范养殖场，帮助成立种养殖合作社，开
展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村民建立起茶叶、
益智、百香果、五脚猪、百香鸡等可持续
发展的特色产业，推动巩固提升脱贫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6年来，海南银行累计投放93亿元
小微信贷资金，涉及现代服务业、热带农
业、旅游业、医疗等重点产业，惠及全省
18个市县的2398余户小微企业，余额
达40亿元，连续2年被全国地方金融论
坛办公室评为“中国地方金融十佳支持
小微企业银行”。

创新驱动构建自贸港综
合金融服务体系

今年7月8日，海南自贸港首支金
融机构发行的绿色金融债——海南银行
2021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5亿元成功
发行。自贸港+绿色金融的创新，马上
获得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认购倍数达
到3.1。

“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产业项
目，涵盖污染防治、清洁能源以及生态保
护和适应气候变化等。”海南银行金融市
场部负责人王劲华说，此举旨在服务自

贸港生态环境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
需求。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 1年多来，海南银行把打造自贸
港的创新银行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围
绕海南自贸港政策链、资金链、人才链
等要素的有效集成和深度融合，努力
构建全场景、全过程、全要素创新体
系，拓展“大公司、大机构、大普惠”业
务发展路径，做到始终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同频共振。

重点园区、重点项目是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海南银行就定制灵
活高效的专项金融服务方案，累计向11
个重点园区融资超90亿元，为园区多家
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助力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

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
要求，海南银行落实“一市（县）一策”特
色服务方针，因地制宜地提供政府机构
财政金融业务创新解决方案，累计为省
本级及11个市县承做地方政府专项债
36支、融资超200亿元，助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

聚焦大量市场主体持续涌入，海南
银行响应“放管服”改革号召，在今年6
月成为海南首家实现“一网通办”企业预
约开户的地方法人银行，助力营商环境
优化。

一个个新名词、一个个新业务在海
南银行落地——仅仅今年以来，海南银
行就成功上线“大宗商品离岸贸易综合
服务平台系统”、落地2021年海南市场

首单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完成省内首
单北金所安居房债融计划的发行、牵头
发行全省首单用作项目资本金的专项债
券、成为海南省内首家成功接入数字人
民币的法人银行机构、成为全国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CIPS）标准收发器首家
间接参与银行……

1年多来，海南银行统筹推进公司、
投行、国际业务联动，带动普惠、消金等
业务发展，逐步形成相互协同的合力，初
步建立了自贸港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持
续推动业务向广度与纵深发展。

截至8月末，全行总资产超790亿
元，较年初增加超60亿元；一般性存款
余额约550亿元，较年初增加约90亿
元；贷款余额超390亿元，较年初增加超
75亿元；营业净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同
比较快增长。

党建引领打造治理成熟
的地方法人机构

银行金融机构的党员也需要亮明身
份吗？“表明党员身份，内审更有底气。”
海南银行审计部新党员佟明利的回答是
肯定的。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
行435名党员在工作中亮明身份，比业
绩、作模范，成为推动各个业务领域创新
发展的带头人。

6年来，海南银行以实际行动铸牢
国有金融企业的“根”和“魂”，坚定不移
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建设写入
公司章程，融入公司治理各个方面，成立

海南银行党委党校，48个支部全覆盖各
分支行和部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银行
高质量发展，被评为“2021年海南省国
资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梳理问题超150个，为群众办实事
超130件……近期，总行党委班子带头
深入25家分支机构开展专题调研，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深入了解困扰基层
机构和员工、客户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形成常态化业务推动机制，切实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办实事、解难
题、促发展的实际行动。

在党建引领下，海南银行法人治理
结构日益完善，年轻高学历的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和风险防控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建成符
合监管要求、较为完善的城市商业银行
制度体系。去年，海南银行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获评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居于同业较高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根
植于时代的伟大梦想，正激励着海南银
行人以梦为舟，奋楫笃行。”海南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朱德镭表示，未来5年，
海南银行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将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体制机制创新
为根本动力，打造客户认同度高、国际化
程度高、经营质效好的自贸港重要金融
服务商。

面向未来，一幅国际视野与本土特
色深度交融、大胆创新与稳健发展良性
互动的金融图景正在加快绘就。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

2022年度海口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启动
缴费标准为每人320元

本报海口8月 31日讯（记者邓海
宁）海南日报记者8月31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海口市税务局获悉，2022年度海
口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时间从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缴费标准为每人320元，逾期原则上不
再征收。

据了解，2022年度海口市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对象为：具有海
口市户籍，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人员；不能
足额享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且确无能力补缴的退休人员。具
有海口市学籍的大、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的在校（园）生（含港澳台及外籍大
学生）。已经取得海口市居住证，且未
在原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外省户籍
非从业人员。已经取得海口市居住
证，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外籍人员。服刑人
员（包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人员）。符合《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的其
他人员。

新增参保人员需先在医保经办机
构完成参保登记，然后按照当地税务机
关提供的缴费渠道缴费。外省正常参
保缴费并享受医保待遇（职工、城乡）的
人员，不得参加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