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计减税降费

海南省税务局
与80户企业座谈

共话税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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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态势持续向好遥海南银行
始终把高标准高质量发展放在首
位遥资产规模稳步增长袁6月末全行
总资产突破 420亿元袁 比年初增加
48.99亿元袁增幅 13.1%遥 经营效益
不断提高袁今年上半年营业净收入
5.05亿元袁同比增长 7.91%曰净利润
同比增长 27.33%遥 风险管控保持稳
健袁6月末不良贷款率 0.39%袁 始终
保持在较低水平遥 坚持以监管最高
标准计提拨备袁 贷款拨备余额 7.69
亿元袁拨备覆盖率 1240%袁远高于监
管规定的 150%曰资本充足率等指标
高于监管要求遥
持续服务实体经济遥 海南银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野4窑
13冶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12号文
件精神袁围绕海南自由贸易区渊港冤
建设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袁聚焦提
高效率尧下放权力尧降低利率袁着力

增强金融服务能力袁已修订或出台
75项制度袁涵盖流程优化尧授权改
革尧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遥 坚守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袁不断扩大信
贷投放袁上半年全行各项贷款余额
159.9亿元袁比年初增长 13.9%袁主
要投向医疗康养尧高新技术尧旅游
业尧教育尧热带高效农业等自贸区
渊港冤战略新型产业遥其中对民营企
业贷款余额占全行企业贷款余额
85%以上袁信贷资源主要向中小微
企业和民营企业倾斜遥普惠业务实
现野两增两控冶目标袁达到野第二档
定向降准冶标准袁释放信贷资金 3
亿多元遥
持续引进专业人才遥 积极落实

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冶袁省内
首家出台服务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冶13条金融政策袁为引进人
才提供消费类贷款特惠尧创业类贷

款特惠尧专属银行理财产品等定制
金融服务遥 全面实施海南银行野三
三三冶工程袁即用 3 年时间袁引进
30名高端金融人才袁引进培养 300
名优秀金融人才袁加快打造一支政
治过硬尧作风优良尧精通金融工作
的干部队伍遥社会招聘重点面向全
国引进中高端专业人才袁今年上半
年已引进各类专业人才 88人遥 高
度重视人才培养袁每年组织中高层
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赴上海交大尧
北京大学开展专题培训袁到井冈山
江西干部学院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遥
积极推进股权优化遥 高水平开

放尧高质量发展是海南自由贸易区
渊港冤建设的必由之路遥 海南银行已
经明确了打造美好新海南的特色
银行尧自由贸易区渊港冤的创新银行
和地方法人机构的成熟银行战略
目标遥 为适应自由贸易区渊港冤开

放经济发展需要袁 对标自由贸易
区渊港冤国际化金融服务标准袁海南
银行高起点谋划袁积极寻求引进有
实力的央企尧国企和外资金融机构
入股袁为下一步特色化尧专业化尧国
际化发展奠定基础袁不断增强发展
后劲遥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发展遥 银行高标准高质量发展袁
就是要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尧防范
金融风险尧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
不动摇遥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袁海南
银行将积极谋划尧主动作为袁不断探
索金融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和自由
贸易区渊港冤建设的新举措尧新路径袁
发挥地方法人银行体制机制优势袁
当好海南金融窗口袁树好海南金融
形象袁努力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更多贡献遥

海南银行半年报各项数据全线飘红

在引进金融人才上有大动作

海南一艘渔船在南沙水域沉没

轮船军舰飞机齐出动
32名渔民全部获救

东岸单元 渊迎宾路总部商务启
动区 冤 控规 DA2 -17 -01 地块 袁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
17448.52平方米渊海南平面坐标系总
面积 17438.03平方米冤袁因该宗地毗
邻东岸湿地公园袁拟规划建设旅馆项
目袁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具备大型
城市湿地公园和国家 5A 级景区的
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袁且获得过中国
饭店金马奖遥

控 规 DA2 -23 -03 地 块 袁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
5532.23平方米 渊海南平面坐标系总
面积 5528.96平方米冤袁 因该宗地毗
邻东岸湿地公园袁竞买人或其关联企
业须具备大型城市湿地公园和国家
5A级景区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遥

控 规 DA2 -28 -01 地 块 袁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
14177.57平方米渊海南平面坐标系总
面积 14169.13平方米冤袁 因该宗地毗
邻东岸湿地公园袁拟规划建设文化娱
乐项目袁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具备
大型城市湿地公园和国家 5A级景区
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袁且须获得过
原文化部颁发的野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冶称号遥

控 规 DA2 -15 -04 地 块 袁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
7954.53平方米 渊海南平面坐标系面
积 7949.73平方米冤袁因该宗地毗邻东
岸湿地公园袁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
具备大型城市湿地公园和国家 5A级
景区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遥

三亚 CBD挂牌出让 4宗地
竞买人须在海南设有区域总部且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100亿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谢佳宁 冤7 月 10
日袁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发布 叶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曳袁挂牌出让
位于东岸单元 渊迎宾路总部商
务启动区冤 的 4宗地遥 根据要

求袁4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目袁竞买人
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
政府签订叶战略合作协议曳袁并在
海南省设有区域总部企业袁该企
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人民币
100亿元遥

本次挂牌出让的 4宗地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冤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7
月 11日从海南省征兵办获悉袁 日前袁
儋州军分区举行 野大学生进军营冶活
动袁 组织 500余名大学生走进某海防
旅袁野零距离冶体验军营生活袁接受国防
文化熏陶遥
在体验中袁 大学生们戴上迷彩帽

体验射击袁实地参观官兵们的宿舍尧俱
乐部尧文体器材等袁还听取了国防专题
讲座和优秀大学生士兵先进事迹报
告袁并在军营餐厅用餐遥
活动结束后袁有 80余名大学生现

场进行了应征登记袁100 余名大学生
和家长来电咨询入伍政策遥 儋州军分
区副司令员邢锦程表示袁 此次活动目
的是为了提高大学生对军事知识的了
解和对部队的认知袁点燃他们的野绿色
军营梦冶袁激发他们携笔从戎尧参军报
国的热情遥

500多名大学生
走进军营

体验军旅生活
学国防教育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 通讯员 吴晓方 吴芳玲冤
7月 10日袁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联合海南省企业联合会尧 海南省企
业家协会召开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尧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尧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冶税企座谈会袁与 80户企业共同座
谈袁问计减税降费遥
座谈会上袁 与会企业代表踊跃发

言袁就增值税尧土地增值税政策尧系统
操作等有关涉税问题进行提问袁共提
出了 42个涉税问题及意见建议遥
海南省税务局党委委员尧 总会计

师陈洁表示袁将逐条梳理纳税人提出
的意见建议袁认真研究袁逐一反馈袁并
采取有力措施袁 进一步优化纳税服
务袁更好地服务纳税人袁提高纳税人
满意度和获得感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
员 何志成 石俊 摄
影报道冤 记者从海
南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袁11 日早上六点
左右袁 一艘海南琼
海籍渔船在南沙海
域返航途中因风浪
大沉没袁船上 32人
一度失联遥接报后袁
海南省全力协调组
织海军尧应急尧海事
等多部门的救援力
量赶赴现场展开搜
救袁上午十点多袁失
联的 32 人被附近
海域经过的一艘越
南渔船救起袁 人员
状况平稳遥

7月 11日上午 6时 46分袁 海南
海事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袁 一艘载
有 32人的海南琼海籍渔船野琼琼海
01039冶返航途中因风浪大袁在三沙

永兴岛以南 210 海里处遇险 袁请求
救助 袁核实险情后 袁海南海事局指
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袁 组织开
展搜救遥

险情发生后袁 海南海事局指挥中
心利用船舶北斗监控平台和 AIS(船舶
自动识别系统) 查询定位遇险船舶及
附近船舶等信息袁 通过三沙海事局发
布航行警告要求过往商船参与救助遥

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协调地方尧
驻军尧海警及香港救援力量参与救援院
南海救助局所属野南海救 116冶轮从永
兴岛出发赶赴救援现场曰 在南海航行
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所
属商船野远洋湖冶和野西湖冶轮分别从
40海里和 80海里处赶赴现场曰 当地
驻军和海警部队派出军舰和飞机前往

救助曰 琼海市海洋执法大队协调在附
近作业的野琼儋州 11988冶渔船参与救
援曰 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派出一架
固定翼救援飞机赶往现场参与救援遥
据介绍袁经多方协调袁10时 20分袁

落水的 32名中国渔民被在事发海域
的 1艘越南渔船救起遥 13时 30分袁从
野远洋湖冶轮传回的信息称袁被救起的
32名渔民已安全转移到 野远洋湖冶轮
上袁渔民身体状况良好遥

目前袁 海南海上搜救中心已协调
野南海救 116冶轮与野远洋湖冶轮会合袁将
渔民接回三亚遥

轮船军舰飞机紧急齐出动营救

因风浪大 一渔船遇险遇险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 通讯员 卢孔标冤 作为海南省唯一的省级法人商业银行袁海南银行的
发展备受业内外关注遥 自 2015年 9月开业以来袁海南银行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袁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发展袁不断壮
大发展实力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袁为美好新海南建设和海南自由贸易区渊港冤建设注入更多金融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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