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记者 郭尚冤 9月
3日袁 交银科创基金研讨会暨首期
合作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袁 交通银
行行长任德奇出席签约仪式并致
辞遥 会上袁交银科创基金与首期 10
家投资机构签署合作协议遥

为更好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和科创板建设袁 交通银行旗下控
股子公司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渊简称野交银国际冶冤和交银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渊简称野交银国信冶冤于今年
4月在上海发起设立 野交银科创股
权投资基金冶渊简称 野交银科创基
金冶冤袁该基金由交银国际渊上海冤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
人遥目前袁交银科创基金已完成阶段
性募集袁预计年底管理规模达到 10
亿元曰并与江苏分行尧苏州分行尧重
庆分行尧 深圳分行联合发起 4支区
域子基金袁总规模 4亿元遥在投资方

面袁科创基金已审批 4个投资项目袁
涵盖云计算尧数据库尧生物医药尧芯
片设计等科创板重点领域袁 募资与
投资工作取得了良好开局遥

任德奇指出袁作为中国首支由
银行发起设立尧聚焦支持科创板拟
上市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袁交
银科创基金的设立是交银集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野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冶袁 更好对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尧对接科创板建设的
重要举措袁也是交银集团发挥全牌
照优势袁 推进财富管理银行建设袁
为广大客户野创造共同价值尧提供
最好服务冶的最新实践遥

任德奇表示袁交行将继续秉持
新发展理念袁更好地发挥总行在沪
的区位优势袁担当起野金融旗舰冶的
重大使命袁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野6+1冶格局积极贡献力量遥

汇聚交银资源 共享科创红利
交银科创基金研讨会暨首期合作签约仪式在沪举行

“剑鱼”降级 威力无穷
今明全岛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陈王凤冤野走位冶奇葩的野剑鱼冶4日 2
时减弱为低气压袁 但受其残余云系和辐
合带影响袁 我省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 6
日遥 5日-6日袁 全岛有中到大雨尧局地暴
雨袁近海有 8级大风遥

据悉袁 省气象局 4 日 5时 20 分解
除台风四级预警遥 此外袁省气象局 4日
17时继续暴雨四级预警遥 预计袁5日-7

日各地过程雨量袁定安尧澄迈尧文昌尧琼
海尧万宁尧屯昌尧琼中尧白沙尧陵水尧三亚尧
五指山和保亭等市县 100耀200毫米曰海
口尧临高尧儋州尧昌江尧乐东和东方 50耀
100毫米遥 海洋方面院5日-6日袁北部湾
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 5耀6级尧雷
雨时阵风 7耀9 级曰西沙尧中沙和南沙群
岛附近海面风力 6耀7级尧雷雨时阵风 7耀
9级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 2020年度海口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渊含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冤 开始
缴费袁 缴费日期为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袁逾期不能缴费袁缴费标准为 250
元/人遥

2020年度海口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开始缴费了

商报全媒体讯(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黄博
阳 摄影报道) 3日 15
时 34分袁琼中县营根
镇营胶巷 35 号有树
木倒塌压破瓦房遥

15时 44分袁消防
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
发现袁 暴雨致水土流
失树木倒下压破民房
屋顶袁 要清除倒塌的
树木袁 就一定会挪动
压在房顶上的树木袁
这样一来袁 房屋破损
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袁
经屋主同意后袁 进行
倒塌树木的清除遥

树木压破屋顶
琼中消防清除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国际旅游岛记者了解到袁
据省气象台 4 日 17 时预

报袁4日夜间起琼州海峡风
力减弱为 7级袁 所有客滚
船已于 4日 20时起全线恢
复通航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王辉 摄影报道)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
响袁1日 23时起袁琼州海峡全面停航袁给
海口市蔬菜供应带来巨大压力遥 4日 12
时袁随着热带低压野剑鱼冶减弱袁琼州海峡
恢复通航袁 海口市政府已协调海安两港
优先安排本省群众生活必需的蔬菜瓜果

进岛袁解决海口市民吃菜燃眉之急遥
据介绍袁根据天气和琼州海峡海况袁

有关部门决定 4日上午 10时恢复琼州
海峡通航遥海安方向第一批有 10艘船共
装运 110辆瓜果菜车优先过海袁 共计运
输蔬菜瓜果约 2200吨袁 并于 12时到达
海口秀英和新海港遥

受热带低压影响袁琼州海峡停航 2天 昨日通航

2200吨应急蔬菜瓜果抵琼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摄影报道冤 近日袁三亚中
铁置业有限公司女工委在该司行政和
工会的支持下袁 积极做好新手妈妈休
完产假后回到工作岗位的关爱工作袁
充分体现中铁置业大家庭的温暖遥
当日袁 该司女工委精心准备了鲜

花尧定制相框尧卡通抱枕等爱的礼物袁
在两位新手妈妈回归工作岗位的当天
送上惊喜遥

野回到岗位的第一天袁就收到来自
公司女工委满满的爱袁 让我不止感受
到来自女儿的幸福袁 也感受到来自公
司的幸福袁被这样的幸福包围着袁我每
天都充满动力遥 冶新手妈妈王俊贤说遥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该司女工委

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和女职工的所
思所想所需袁落实开展各项女工工作袁
积极做好女职工的知心人尧娘家人遥同
时袁 该司女工委还在新手妈妈即将回
到工作岗位时进行了家访袁 充分掌握
相关情况遥
此外袁 为了确保还在哺乳期妈妈

们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哺乳环境袁 该司
在女职工午间休息区设置了专门床
位袁同时对休息区的空调进行了维修遥

三亚中铁置业女工委

情系新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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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袁本次活动以野岛民健康
月窑幸福进万家冶为主题袁通过报纸尧
微信公众号尧移动客户端等平台采用
市民更喜欢尧 更易接受的形式发布
野健康知识冶野健康知识视频冶袁联合健
身中心尧体检中心等相关领域的企业
或单位开展线下活动袁在寓教于乐中
倡导和传播健康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袁
传播常见疾病发生规律及预防尧治疗

和用药常识袁宣传和代销中国平安健
康险产品袁培养岛民理性的疾病观和
生命观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商报将在线上和

线下共同推广和代销中国平安健康
险产品袁 该产品覆盖各年龄段人群
渊0耀99岁冤袁还有各垂直行业客群渊运
动尧白领冤尧已有疾病也能保渊抗癌卫
士冤尧海外医疗意外遥

不忘初心袁三十一年如一日遥 自
1988年创刊以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坚
持以野岛民尧岛报尧岛生活冶为办报宗
旨袁关心人民袁贴近人心遥 商报利用自
身全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袁进行集中
性的特别宣传报道活动袁 积极落实
野健康中国行动冶袁建设野健康美丽新
海南冶遥

商报特别策划要要要野岛民健康月窑幸福进万家冶

这些健康科普知识是你最需要的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冤 9月 1

日迎来了全国第 13 个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冶袁为助力落
实健康中国行动袁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 2019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渊9月 1日-30日冤活动遥 为
此袁国际旅游岛商报社特别精心策划健康宣传活动要要要
野岛民健康月窑幸福进万家冶袁 为广大岛民提供 野高颜
值冶科普知识袁利用线上线下多种宣传渠道袁走近

岛民内心袁为大家树立健康的生活
理念提供帮助和支持遥

如今生活工作压力不断增大袁慢
性病患病几率也在不断上升袁亚健康
现象愈发常态化遥 目前袁如何健康工
作尧健康生活也成为广大社会青年关
注的焦点和追求的方向遥
因此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社特别

策划宣传活动要要要野岛民健康月窑幸
福进万家冶袁将根据年轻客群尧家庭
客群尧 高龄老人慢性病群体和国庆

假期健康岛内游群体四大不同目标
群体袁 进行全面的尧 具体的相关科
普知识宣传袁 通过采访医生尧 健康
管理部门等专业人士袁 给广大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健康资讯袁 树立大家
的健康生活方式遥

在活动开展的第一期阶段袁商
报将以 90 后这个年轻的群体为第
一个宣传目标袁 面对年轻群体尧职

场白领工作和生活中常见的疾病问
题袁 包括单身群体的心理疾病尧养
生低龄化现象等问题袁 及时采访相
关专业人士为岛民答疑解惑和提供
多种多样的生活小妙招袁 提高岛民
疾病预防能力遥 此外袁 商报将会精
心拍摄健康宣传短片袁 通过多种角
色的映射袁 让岛民更直观感受健康
生活的重要性遥

将精心拍摄短片宣传健康资讯

代销平安健康险产品培养疾病观生命观

琼州海峡客滚船
昨全线恢复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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