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丰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重点为粤港
澳大湾区内高速增长的新经济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这项总额为6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贷款基金是汇丰
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新举措，将重
点支持区内创新企业及新经济发展，并辐射到内地
更广泛地区的高科技企业。

据悉，这一信贷基金将涵盖电子商务、金融科
技、机器人、生物技术和医疗科技等行业的香港、澳
门和内地企业，尤其将侧重服务珠三角地区蓬勃发
展的高科技及先进制造业企业，为包括具备可持续
业务模式的初创企业在内的客户提供进一步发展所

需的流动资金。
汇丰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赵民忠表示：“大湾区经

济合作日趋紧密，大批汇丰香港客户的业务发展将
因此受益，特别是新经济领域的客户。这类企业的
商业模式不同于我们过去服务的传统企业，其融资
生态系统也在不断演变。‘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是
汇丰致力支持大湾区新一代成长型企业、不断创新
服务模式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的新举措。”

汇丰广东联席行政总裁兼工商金融董事总经理
王立伟表示：“珠三角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之一。广东省的高科技企业数量在全国持续保

持领先，目前已达4.5万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7%。汇丰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希望通过
为区内处于关键发展期的科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助力广东的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

除了融资支持，汇丰还将提供外汇交易、跨境资
金管理等服务，并协助拓展私募与公开资本市场渠
道，满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此
外，汇丰也将举办系列对接活动，帮助这些企业接触
同行及行业先驱，拓展业务网络。

汇丰致力于支持大湾区内的创业者和创新型企
业。目前汇丰香港的新增企业客户中，成立不足三

年的初创企业占八成以上。在珠三角地区，汇丰工
商金融业务的科技企业客户数量过去三年增长超过
一倍。

为了更好地服务大湾区科技企业，汇丰2018年
在粤港两地设立了专注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工商金
融业务团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更
好地满足高成长性企业对金融服务的独特需求。与
此同时，汇丰还在深圳、香港和硅谷等地举办创新峰
会、数码峰会等活动，协助大湾区企业把握高科技发
展机遇。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湛江支行）

汇丰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

60亿元专项资金助力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彭晓晖 通讯员黄舒婷）
一场赛事，点燃了市民对家乡发展的浓厚
热情。近日，为突出湛江近年的可喜变化，
用照片记录和发现湛江的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湛江市分行、湛江市摄影家协会、湛
江日报社共同举办湛江市“邮储银行杯”摄
影大赛，已面向广大摄影工作者、摄影爱好
者征集作品。消息一出，投稿纷纷！

纷至沓来——
聚焦幸福用作品讲述心中大爱

作为此次大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湛
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芳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截至8月26日上午，收到的
投稿作品已达200余件，其中不乏精品。

“目前来看，大家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投稿来自湛江市五县四区，内容从城市风
光、百姓生活、家乡景致都有涉及，非常
全面。”

“凭借多年举办摄影大赛的经验，我们
能感受到此次大赛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得到了很多‘初次参赛者’的支持和青睐。
他们或许没有丰富的摄影经验，没有专业
的摄影器材，但是他们积极参与，用自己的
视觉来感受生活，这是值得欣慰的好消
息！”刘芳对此次摄影大赛很有期待。“一般
来说，截稿前会有一次投稿的‘爆发’，特别
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人士，都会在临近截稿
的时候选出合心意的作品，加入比赛。”

此次摄影大赛主题鲜明，“我与祖国共
成长，邮储银行助力建设美丽湛江”。一条
主线，几个分支。作品亦可围绕下面几个
主题，重点突出反映湛江近年来的可喜变
化：1.湛江城市建设变化；2.邮政储蓄银行
发展变化、风采和形象；3.人民美好生活；4.
新农村、新气象。而如刘芳所说的，摄影大
赛主题很亲民，为每个摄影爱好者都提供
了可发挥的空间。“我们期待更多‘大师级’
的作品诞生，而我们摄影协会的会员们也
在构思采风拍摄阶段，期待佳作！”

不忘初心——
邮储银行助力湛江经济发展

守初心，担使命，为民服务解难题。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湛江市分行正在全面推广
小微易贷、快捷贷、无还本续贷等一系列小
微普适产品。同时，启动了深化民营和小
微金融服务“访百万企业 助实体经济”专
项行动，从“金融供给端”发力，通过扩大金
融服务“可触及”，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截至2019年7月31日，
全市走访任务完成率为100%，全行目前
累计走访3626户，其中面访2935户，面访
率为81%。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
一春之暖。截至2019年7月底湛江邮储
银行走访了610条村，走访3441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应贷尽贷”达100%。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38笔贷款，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3户
3845万元。创新“农担+”银行贷款，为广
东农业尤其是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引导推动
银行资源投入“三农”领域，逐步解决农业
农村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不忘初心，高效服务。湛江邮储银行
还推出了线上商户小额贷款（极速贷）业
务，从客户申请到实现放款只需十几分钟，
大大简化了放款时间和流程，极大的降低
了客户融资成本。积极推动绿色信贷发
展，制定绿色金融授信业务发展指引，推送
包括垃圾处理及区域污染防治、绿色农业
开发、绿色林业开发、绿色产业开发等四个
行业。截至2019年7月31日，绿色信贷
结余较年初上升11%。

期待您来——
积极参与捧走奖金赢得荣誉

诚心征集，大方奖励！此次湛江市“邮储
银行杯”摄影大赛奖品丰厚，诚心可嘉。大赛

设一等奖6名，各奖5000元和荣誉证书。二
等奖10名，各奖2000元和荣誉证书。三等
奖20名，各奖1000元和荣誉证书。优秀奖
70名，各奖400元和荣誉证书。（以上奖金含
税，需由大赛组织单位统一代扣代缴）

刘芳表示，由于很多参赛者没有仔细
了解参赛要求，投稿时“粗枝大叶”，主办方
只能将不符合投稿要求的作品重新整理，
或者要求重新投稿。“特别是作品的标题，
是画龙点睛的部分，有的作品是缺失标题
的。”在此，为即将投稿的市民“敲黑板”：要
注意投稿要求。

湛江市“邮储银行杯”摄影大赛投稿要
求如下：1.此次征稿每人限投5幅，作品要
求近两年拍摄完成。2.作品必须是原创独
立拍摄完成的彩色作品，所有参展作品的
文件名均按“姓名+作品标题+联系电话+
拍摄详细地点”格式命名。3.参赛作品上
不得嵌入任何标记、边框、文字等。为了呈
现美观的摄影作品，可以在不影响主体原
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后期处理。4.所有
投稿作品要求为JPG格式，文件长边不低
于4000像素，文件数据5-12M，若像素或
画质达不到要求，不予参评。5. 投稿作品
一律发送到邮箱：zjsyjxh55@163.com。
发稿前请把投稿作品装入新建的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邮储+作者姓名，压缩文件夹
再发送文件包。

所有参赛作品一律不退稿。投稿者应
确保对作品拥有独立版权，作品中涉及著
作权等事宜由投稿者自负；主办方有权对
所有获奖作品用于媒体播出、宣传、展览、
产品包装等，不再付稿费。凡投稿者，即视
为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主办方
拥有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征集及评选时间如下：作品收集时间
为即日起至2019年9月16日止。作品整
理及评比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7 日-23
日。获奖名单公布时间为2019年9月24
日至26日。投稿吧，还来得及！

片片思乡情 张张湛江美！
——湛江市“邮储银行杯”摄影大赛征稿“爆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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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丽华 通讯员李彬
春）近日，记者从农行湛江分行获悉，自
启动ETC推广工作以来，该行积极履行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众志成
城、齐心协力、迅速行动，通过线上推广
线下营销等方式全方位出击，迅速掀起
ETC推广高潮，助推ETC普及推广，满
足人民群众安全便捷、经济出行的需求。

该行多措并举开展ETC普及推广
工作。一是实现全辖覆盖，该行辖属
11个支行全体出动，走街串巷，进村
入户，进小区、进商场、进学校、进企
业，实现湛江各县（市、区）全覆盖，
为广大车主送去便捷优质的服务。二是
推进全员营销，目前，农业银行ETC
服务已推出线上办理功能，车主只需扫
一扫二维码即可办理。该行员工充分利
用此便利功能，在朋友圈、微信群等互
联网渠道广泛宣传、发动，为ETC推

广宣传造势。三是凝心聚力推动，该行
员工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主动放弃休
息，早出晚归、夜以继日，全力推动
ETC推广工作。据统计，截至8月31
日，该行ETC新发卡已超2.7万张，继
续保持同业领先。

ETC的普及推广既是惠民工程、
绿色环保工程，也是智慧城市工程、普
惠金融工程，有利于提高通行效率、节
能减排、降低成本，更好地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据了
解，为促进ETC的普及推广，市民办
理农业银行ETC可享受“四大好礼”：
一是办理快，扫码即可办理，无需车主
花费太多时间；二是零费用，从申请到
安装，全程不收任何费用；三是费率
低，今年底前高速通行费低至7.8折；
四是优惠多，使用农行粤通信用卡，指
定洗车店可享受1元洗车优惠。

农行湛江分行全方位出击
助力ETC普及推广

农行湛江分行全力开展ETC普及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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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规格部署
建立“一个机制”抓落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新中国70周年
大庆安保工作，8月8日上午，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人豪，市委副书记、市
长姜建军在全市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大
庆安保工作要步步为营、万无一失、平安
祥和，为安保工作指明方向。

8月8日下午，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
局长工作会议，副市长、公安局长黄勇武
专题部署大庆安保工作，要求：全面发力，
抓好落实，确保万无一失。按照上级的部
署要求，市公安局成立战时安保指挥部，
建立国庆70周年战时安保工作机制，统筹
推进大庆安保工作。决战阶段，市公安局
将启动局长办公会议制度，局班子每天一
例会、一通报、一“清零”，全市公安机关落
实一级勤务、约12000名民警辅警在岗在
位，誓保大庆平安。

最严管控
筑牢“五道防线”保稳定

全市公安机关不断织密社会治安防
控网络，筑牢政治安全和反恐防线、筑牢
风险隐患排查化解防线、筑牢街面巡控防
线、筑牢海上防线。深入摸排掌握各类不
稳定因素，逐一列账、落实责任、限期整
改。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建立每日清
零汇报制度，加大问责力度，包干到领导，

责任到人。加强风险隐患研判，对重大苗
头隐患，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核查、第
一时间稳控处置，防止事态发酵放大。9
月1日起，启动军警民联勤机制，机关警力
下沉街面，强化市区6个“1、3、5”分钟定点
值守点巡控，51个省际市际检查站、治安
卡点启动一级加强勤务，全面压缩街头违
法犯罪空间。原边防支队与海警局捆绑
作战，对渔民渔船造册管理，强化沿海巡
逻，确保海上防线安全。

最硬打击
开展“三大歼灭战”促安全

以严打突出犯罪为抓手，依托大数
据智能化建设，攻坚克难，实施规模打
击、集群打击。开展社会面清查整治歼
灭战。以出租屋、重点治安部位和场
所、重点人口、管制刀具、寄递物流、
危爆物品为重点，组织不间断、多波次
的清查整治歼灭战，清扫治安死角，清
除治安隐患，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开展

“飓风式”突出刑事犯罪打击整治歼灭
战。组织专业队，聚焦扫黑除恶，严厉
打击枪爆、黑恶、盗抢骗、黄赌毒等突
出刑事犯罪，做到露头就打。对重特大
案件，比照命案规格，快侦快破，及时
消除重特大案件的负面影响。开展公共
安全专项治理歼灭战。以排查整改危爆
物品等风险隐患为抓手，强化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监管，全力清除涉危爆隐

患；突出抓好交警与农村派出所协同作
战，大力开展源头隐患清零、路面秩序
净化、农村安全守护、宣传警示曝光、
社会协同共治等五大专项行动，严防较
大以上交通事故的发生。

最优保障
“三个到一线”提士气

与全省公安机关同步举行70周年国
庆安保誓师大会暨夏季大练兵启动仪式，
结合夏季大练兵，进一步强化战时思想政
治工作，“三个到一线”提士气、讲纪律、夯
保障，为国庆70周年安保工作提供强有力
的队伍保证。

督导到一线。局领导常态化到挂点
辖区实行专项督导，决战阶段实行驻地督
导。进入9月，全体民警取消休假，严格执
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对在
安保期间不担当、不作为的领导和民警，
严肃追责问责，严明组织纪律。激励到一
线。建立战时激励机制，实行典型培树、
火线提拔、暖警惠警等保障举措，全力服
务基层一线。7月—8月，全市公安机关开
展队列训练比武活动，以赛代训，以赛促
战，促使广大民警养成良好的精气神。宣
传到一线。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动、

“报、网、刊、端”立体化运作，精心策划、适
时推送，正面宣传、树立形象，为全市广大
公安民警投身安保硬仗营造浓厚的舆论
氛围。

新中国70周年大庆安保攻坚仗
我们准备好了

国庆安保誓师大会暨夏季大练兵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彭晓晖 通讯员 邹红艳 肖粤湘 刘玄青

自今年7月底国庆70周年安保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湛江公安机关在市

委市政府、省公安厅的领导下，以全国、省、市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全力以赴，全警动员，全面启动最高规格部署、最严管控、

最硬打击、最优保障，奋战70天，打防管控全面发力，守好广东“南大门”，为国

庆70周年营造良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治安环境。

上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以国庆 70 周年安保工作为主线，以“平川

2019”专项行动为开局，早部署、早发力，打赢一场又一场安保攻坚战，1-7月

破案4658宗、刑拘5102人、逮捕3394人、起诉5054人,为国庆70周年安保打下

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