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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排球
火热开

11月24日，省第六届运动
会沙滩排球比赛在洋浦中学正
式开赛（左图）。该项目比赛将
持续到12月1日。

据了解，该项目共有10个
市县代表队，196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设置男子成年组、女
子成年组、男子少年组、女子
少年组。

文/本报记者 曹马志
图/通讯员 牛伟

省运会男子首轮
篮球比赛结束

本报那大11月24日电（记者曹
马志）11月23日晚，省第六届运动
会篮球（五人制）比赛在儋州市体育
中心开赛。来自儋州、海口、三亚、
白沙等16个市县的代表队共306名
运动员参与角逐。经过激烈比拼，
男子首轮篮球比赛结果已出炉。

当晚7时，揭幕战由东道主儋
州队对阵白沙队。跳球后，双方队
员迅速出击，主动抢夺比赛优势。
经过激烈争夺，最终由实力占优、默
契配合的儋州队以74比39的大比
分战胜白沙队，取得开门红。

第一届中国科技青年论坛
作品评比结果出炉

海南医学院一教师
荣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黎鹏）近日，海南医学院国际护理
学院教授张华牵头撰写的作品“开展全民急救教育，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第
一届中国科技青年论坛”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据了解，“开展全民急救教育，构筑生命安全
防线”作品，通过近两年心血管意外事件发生的数
据和新闻，引出院外心脏骤停是严重威胁人类生
命健康的重要杀手，直击社会痛点和热点，并从院
前急救系统和公众心肺复苏普及率等方面阐述院
外心脏骤停发生率高、死亡率高和抢救率低的关
键原因。张华还在作品中分享了其研究团队致力
于深耕完善全民自救互救复苏教育，构筑符合我
国国情和民情的高质量院前急救体系，将生命健
康的科学知识进行普及所做的努力和经历，并结
合自己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措施建议。

第一届中国科技青年论坛以“自立自强，创见
未来”为主题，论坛通过论文评审和演讲评比方式
进行，分为作品征集、初评、专题分论坛、总论坛、
成果运用等阶段。

琼海首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会举办

本报嘉积11月24日电（记者陈子仪）11月24
日，琼海市首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会在琼海中学附
属小学举行。本届大会以“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为
主题，内容涵盖科学教师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室建
设、科技创新课程资源建设，以及无人机、水下机器
人等各类科技比赛，旨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
略，将青少年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培养作为教育教
学的重要内容，大力提升青少年自主创新能力。

大会现场，活动分别展示清华大学与琼海中
学共建的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实验室、北京大学与
琼海市博鳌华侨中学共建的人工智能工程实践基
地牌匾。此外，“启迪教育”海南琼海站等一批爱
心企业分别向塔洋中心学校、嘉积镇上埇小学等
学校捐赠科技创新实验器材。

琼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琼海
加大力度建设中小学科技创新平台，营造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热烈氛围。为更好地推进素质
教育，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该局将持续开展一系列科技教育活动，
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据悉，未来琼海将在
创新实验室建设、科技课程普及、科技教师培养、
专家交流和科技赛事等五个方面持续发力，助力
科技创新引领海南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昂颖 袁宇

山海不为远，志合心更合……
11月的海南，激荡着琼台合作共

享共赢的浪潮。11月24日，百余位
台商同赴椰城之约，相聚于第三届台
商峰会，共商琼台交流合作新路径，共
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新机遇。

会场内，真诚的话语、热切的交流
传递着合作的信心。海南的投资环境
和发展前景广受与会嘉宾的赞赏和青
睐，共创海南新未来成为与会者的共
识。台商们切身感受到海南自贸港发
展的活力，表示愿乘“峰”而上，找准与
海南合作的契合点，为自贸港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自贸港未来发展大有
可为”

“台商朋友立足海南，背靠大陆，
面向全球，定能大有所为。”峰会上，国
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掌的一番话，道

出了在场台商的心声。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不

断提速，政策红利密集释放，不少台商
计划在海南落子布局，新一轮投资升
温，洽谈新项目、开拓新市场的步伐不
断加快。

随着“开工”一声令下，海南嘉信
游艇集团临高金牌港船舶制造基地
正式投产，擂响了台商助力海南游艇
产业发展的鼓点。峰会创新性安排
直播连线，展示历届峰会的喜人成
果。该集团董事长、台商龚芸广在开
工现场表示，“公司将引进更多供应
商，打造游艇修造产业集群，助推海
南游艇全产业链发展。我还要把海
南的市场机遇向台湾企业家介绍，告
诉他们，海南自贸港未来发展大有可
为。”

“来琼投资，商机无限，恰逢其
时。”在全国台企联常务理事、永和
食品（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建雄看来，海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零关税、低

税率、简税制”等政策的迅速落地，
必将吸引更多台企投资海南，“尤其
是餐饮服务业将迎来‘政策的春
天’。连锁品牌‘永和豆浆’在海南
已有数家餐厅，公司未来将着力在
琼推动三产融合，打造从源头到餐
桌的餐饮文化产业。”

“当前，台商投资海南多集中在高
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等领域，正好也呼应了本届峰会‘融
合’‘创新’‘共赢’的主题。”台湾商业
总会理事长许舒博表示，早期台商来
海南创业，以从事农业为主。如今，大
家乘着自贸港建设东风，投资领域越
拓越宽。“接下来，我希望带领台湾业
者跟大陆工商企业界相关单位进行面
对面交流，做到产业精准对接，为两岸
经贸带来新迹象。”

“海南是一个‘转角遇
商机’的地方”

海南海王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与

文昌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海南鲜友食品有限公司与琼海市政府
签订果蔬深加工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郑重落笔，真挚握手，热切交流。
峰会上，镜头聚焦，一帧帧画面定格台
企与海南合作的精彩瞬间，展现出自
贸港强劲的“磁吸力”。

“海南是一个‘转角遇商机’的地
方，是开启事业‘第二春’的宝地。”作
为台湾渔业界“大佬”，台湾两岸农渔
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一成认
为，海南出台的“农林15条措施”，充
分体现了自贸港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
待遇、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他计划
在文昌投资建设亚洲国际水产品交易
市场，希望发挥海南独特优势，共同打
造产业转型升级新样板。

“海南人民友善、热情，与台胞相
处融洽。同时，海南资源优势、后发
优势和产业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
大。”颖奕生物科技集团总裁、台商凌
楷钧表示，台资企业在海南发展很安
心。“在服务层面，海南台办、商务等

相关部门给予台商诸多支持，加之康
养产业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叠加效
应，相信会有更多台湾企业家选择来
海南投资。”

据统计，“4·13”以来，全省新增
台资企业354家，实际利用台资3.3亿
美元，60家企业实现增资。全省登记
注册台资企业2212家，台商实际投资
55.6亿美元。今年1月至9月，全省
对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9.36亿
元，同比增长50%。

省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海南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搭建两
岸企业投资合作桥梁，推出“海南惠
台30条措施”“农林15条措施”等政
策，支持广大台胞在琼投资创业，推
动琼台合作向纵深发展。当前，医疗
健康、农产品深加工、现代渔业、国际
贸易等一批台资重点项目相继落地，
台资企业投资自贸港的热情高涨，海
南现已初步形成具有琼台特色的产
业合作结构。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

百余位台商齐聚椰城共商琼台合作

共享新机遇 携手谋共赢

关注省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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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营业起，广发海口分行就爆发出强劲的
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市民生活中、在企业发展
中、在社会服务中，践行着广发人的金融服务使命。

入驻海南一年来，广发海口分行不断加大对
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的资金支持。一年间为省内
38家重点企业已核授信额度达73亿元，为海南本
地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催动力；广发海口分行
对双轻业务高度重视，充分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
政策红利，全面推动双轻业务高质量发展，展业伊
始即致力于各项产品渠道的打造，形成风参直贷、
信用证、福费廷、银承票据、保函、QFLP跨境托管
等业务全面开花的局面，在创新轻型发展方面取
得较好的成绩。此外，今年第三季度分行成功落
地海口市属某国企集团2022年度第一期绿色债
权融资计划，该笔业务为海南省首单北金所绿色
债权融资计划，是广发系统内第3笔绿色债融，更
是广发海口分行积极践行金融央企使命担当、不
断为海南自贸港提供发展新思路的生动体现。

同时，广发海口分行紧跟上级金融机构和总
行的决策部署，认真持续深耕普惠金融，做小微企
业的“贴心人”，通过减免各项账户管理费用、支付
结算手续费等方式，积极践行“减费让利”，且新发
放普惠贷款利率较上年大幅下降，有效落实监
管“两增两控”要求，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综

合成本，履行金融央企成员单位社会责任。
在稳步开展金融活动的同时，广

发海口分行始终以履行社会责任感
为己任，以党建为引领。在分行
党委的组织和带头下，党员、团
员齐上阵，在新冠疫情暴发的
关键时刻，深入社区防疫一
线开展系列志愿活动，树立
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大幅提高。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一个个凝聚着广发人智慧
和灵感的金融作为，在海南
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在人们追
求美好生活的进程中，发挥着

无限力量。

一载相辉 情满琼州
——广发银行海口分行周年成长记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广发银行海口分行正式揭
牌营业。这一年的成长历
程，无论是对广发海口分
行来说，还是对海南金融
发展而言，都值得重笔一
写！一年来，广发海口分
行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和
监管部门及总行的亲切关
怀下，在行领导班子的坚
强带领下，始终秉承着做
一家好银行的战略愿景，
不断夯实业务发展，持续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和质效，努力为海南市民
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
服务，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扛起金融企业的责任
担当。

“广发海口分行在海南故事里的篇幅并不长，但
每一个章节都散发出铿锵有力的回声。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画卷徐徐展开之后，广发海口分行成为了入
驻海南的第一家金融央企。”广发海口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龙炜表示。

筹建之初，为确保筹建任务如期完成，广发海口分
行筹建组严格贯彻落实总行的部署和要求，制定了详
尽的筹建实施计划。经过全体筹建人员的艰苦努力，
广发海口分行于2021年6月25日取得中国银保监会
海南监管局的开业批复和金融许可证，6月30日取得

营业执照，7月5日批复海口分行
正式成立，从此广发海口分行
拥有了“岛民”的身份，热
情高昂地参与到海南
自贸港建设中来。

筹建 激流勇进海南自贸港

管理是业务发展的基石。管理无止境，发展无
上限。广发海口分行倾力提升员工综合素质，以轻
松和谐的工作氛围和人性化的员工福利，打造长效
管理机制，以融汇先进的金融管理资源，进行整合创
新，构筑起日臻完善、运营高效的管理体系，组织机
构得到不断优化、市场经营加速、业务流程再造、信
息系统提升、产品管理创新、风控能力增强，存、贷款
余额快速递增！

一串串金融数字，凝聚着广发人的卓越智慧与
辛勤付出。今年前三季度，广发海口分行各项存款
完成率121%；核心存款完成率123%；对公基础存
款完成率128%；对公核心存款完成率119%；个人
核心存款完成率263%。各项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幅

193%。其中：对公贷款较年初增幅173%；个人贷
款余额较年初增幅365%；前三季度，分行信用卡新
增激活客户数的年度计划完成率109.7%；公司结算
有效户及净增零售有效户达成序时进度计划，净增
有效户完成率在新建行中排在前列。

与此同时，广发海口分行不断拓宽服务渠道，快
速布局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基础服务，并通过科技
赋能，以“瞬时”系列网银产品促进跨境金融便利化，
以“智慧”系列产品为多种业务场景赋能，以“税银通
2.0”产品助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以“慧托管”产品
理念持续提升智慧服务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全方
位满足客户需求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客户提供简洁
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把广发精品输送到琼州大地。

在 铸 造
知名品牌的
宏 伟 蓝 图
下，广发海
口分行潜心
于倾听客户
的声音，以求
对市场做出更
快速的反应，不
断改进产品，优化
业务流程，以超值
服务赢得每一位客户
的心。

筑基 打造精细化管理品牌

跨越 业绩印证辉煌

广发银行海口分行试营业时干部员工大合影。 广发银行海口分行举办业务技能大赛。

⬅ 广发银行海口分行员工为
客户提供贴心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