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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

“ 2019 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其中

桂林银行居第 392 位，较上年跃升 42

位。该行自 2011 年进入该榜单以来，排

名以年均前进 70 多位的速度不断上升，

8 年时间累计前进 583 个位次， 2019 年

首次进入全球银行 400 强。

英国《银行家》杂志是隶属于英国金融

时报集团的国际权威性金融杂志，创立于

1926 年，其每年综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银

行资本实力、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经营效

率等情况发布的“全球银行 1000 强”都备

受关注，被视为衡量全球银行综合实力的

评价基准，成为反映全球银行业发展变化

趋势的重要窗口。

核心一级资本是衡量商业银行业务发

展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

“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的重要基准。近

年来，随着桂林银行增资扩股的持续推进

和盈利能力的稳步增强，核心一级资本净

额也逐年攀升，截至 2018 年年末，桂林银

行核心一级资本 163 . 75 亿元，同比增加

28 . 52 亿元，增幅 21%，是该行排名大幅

跃升的关键因素之一。且随着该行第六轮

增资扩股的有序推进并顺利完成，核心一

级资本仍在持续不断充实，预计至 2019

年年末可达 203 亿元，该行在“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排名有望保持继续攀升。

桂林银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始终

不忘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心和使命。近

年来，该行不断创新发展思路，以供应链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力广西传统产

业“二次创业”；抢占科技金融高地，推

进网点智能化、轻型化转型；大力发展社

区、旅游、互联网金融，创新“一体两

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构建起独具特色

的普惠金融体系；锚定服务国家、地方战

略的主航道，积极参与面向东盟的金融开

放门户建设，融入“南向、北联、东融、

西合”广西开放战略，助力桂林国际旅游

胜地建设，在专注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的同时实现了自身高质量发展。

据该行 2018 年年报显示，截至

20 1 8 年年末，该行并表后资产总额

2672 . 88 亿元，较年初增长 17 . 64%，是

广西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现利润

总额 19 .49 亿元，同比增长 7 .00%；上缴

各 项 税 金 1 3 . 5 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 .90%。其中本行资本充足率 10 . 78%，

拨备覆盖率 1 5 2 . 1 7% ，不良贷款率

1 . 66%，各项监管指标达到良好银行标

准，资产质量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梁爽

桂林银行在“2019 全球银行 1000 强”中排名 392 位
跃入全球银行 400 强

本报讯（记者庄盈）昨天，记
者从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我
市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主题，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七进”（进企业、进校园、
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
庭、进公共场所）活动，进一步促
进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了良
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据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6月，围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前、中、后三个阶段，全市
以点带面对“安全生产月”展开了
持续一个月的宣传。全市各级各部
门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活动，通过播放公益广告、公
益短片、悬挂安全横幅标语、张贴
宣传画、开辟宣传专栏、发放宣传
资料、发送安全短信等形式，营造
了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运用电
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微信公
众平台等媒体，开展了一系列的宣
传教育；组织“安康杯”竞赛、网
络安全知识竞赛、应急演练，播放
安全警示教育片、开展对企业专家

会诊、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
观危化企业，警醒教育群众“关注
安全，关爱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6月正值我市
主汛期期间，防洪度汛是当前的工
作重点。我市还将“安全生产月”
宣传与防洪工作相结合，开展系列
宣传活动。

据统计，“安全生产月”期
间，全市共设立咨询点53个，出动
宣传人员近1800人次，接受群众咨
询20多万人次；市、县（市、区）
共800多家单位、20余万人次参与
“安全生产月”活动。群发各类安
全短信600多条，受众约600多万
人次。组织各类竞赛37场，安全主
题宣讲共1045场次，制作宣传展
板、专栏、板报2995块（个），播
放公益广告、宣传片近5 744条
（次），放映警示教育片200多
场，受教育人数约10 . 12万人次。
开展安全生产文艺演出63场，发放
宣传资料86 . 49万份，出动宣传车
43车次，组织应急演练787场，参
加演练人员8 . 6万人，各级媒体、
网站刊登新闻报道100多篇。

本报讯（记者梁亮） 6 月 30 日
晚，第七届广西戏曲青年演员比赛颁
奖晚会在南宁举行。经过四天六场的
舞台竞技，桂林的青年演员脱颖而
出，荣获多个奖项。

三年一届的广西青年戏曲演员比
赛是自治区打造文艺人才的重要艺术
赛事，也是培养、发现、展示艺术人
才的重要平台。第七届广西戏曲青年
演员比赛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广西戏剧院承办，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南宁市举行。本届比

赛历经初赛、复赛和决赛，历时四个
半月，充分展示了广西戏曲青年人才
建设的丰硕成果。

经过评委会的评审，桂林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获得优秀组织奖，秦桂
娟、周子喻、龙杰锋、唐振芳获优秀
辅导员奖，文梨凭彩调剧《思凡》获
得一等奖，龙丹丹凭桂剧《天女散
花》获二等奖，郭君凭桂剧《阴阳
河》获二等奖，秦昕怡、赵娜、范吉
丹获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谭熙 通讯员伍义兵
汤林）“僵尸”非机动车不仅霸占公

共空间，还影响到市民的日常生活。记
者 2 日从七星区城管大队了解到，该大
队联合交警、社区、小区物业等开展集
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无人认
领的 126 辆“僵尸”非机动车进行了清
理。

七星区城管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近段时间进行巡查摸排，发现在辖
区内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居民住宅
小区、机关单位宿舍、商场等公共区域
都存在停放废弃非机动车的现象。执法
人员对“僵尸”非机动车都张贴了告知

书。对于无人认领和在限期内未自行清
理的“僵尸”非机动车，执法人员进行
暂扣处理。

截止到 2 日，执法人员在一机小
区、鑫海国际小区、矿地院小区、邮政
宿舍小区、彰泰春天小区等区域内共清
理“僵尸”非机动车 126 辆。

联合执法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持续深入开展此项行动，对辖区
居民小区、城中村、公共停车场等区域
内的“僵尸”非机动车进行全面调查摸
底，加强日常路面管理和举报受理，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本报讯（记者梁亮） 2 日，一个
热带低压已经在南海形成。受其影
响， 2 日晚到 3 日，桂林多云转阵
雨，市区最低气温 28℃ ，最高气温
34℃ ，明天有阵雨，后天中雨、局部
暴雨。

广西气象台 2 日发布台风蓝色预
警， 2 日 8 时，南海热带低压（编号
TD01 ）中心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偏东方
向约 310 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有 7 级（ 15 米/秒），中心最

低气压为 995 百帕。预计低压中心将
以每小时 10 至 15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
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有可能
于未来 24 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 4 号台
风，并将于 3 日凌晨在海南岛东部一
带沿海登陆（ 18 至 20 米/秒， 8 级，
热带风暴级）。之后穿过海南岛，移
入北部湾，强度略有加强，趋向越南
北部，有可能以热带风暴级于 3 日晚
上至 4 日上午在越南北部至中越交界
处再次登陆。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活动情况

全市20余万人次参与活动

本报讯（记者庄盈 通讯员李怡
慧）近日，由象山区纪委、区教育局
主办的“弘扬良好家风 扣好人生第
一颗扣子”——— 象山区教育系统廉政
文化进校园演讲比赛在将军桥举行。 9
位参赛小选手，分别与大家分享了各
自良好家风的典型事例。

当天，孩子们的演讲，紧紧围绕
廉洁文化主题，或讲述家风故事，颂
扬家庭文明，或歌颂廉洁英雄，树立
廉洁榜样，或讲述身边的先进事迹，
讴歌大家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程中的精彩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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