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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苗柏”不会吹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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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师师 通讯员 陈立立）长江日报记者 13
日从长江委获悉， 国家防总于 6 月 12 日 10 时启动防汛防
台风Ⅳ级应急响应。据水雨情预测分析，第 2 号台风“苗柏”
是今年首个登陆大陆并影响长江流域的台风， 可能对长江
流域两湖地区（洞庭湖、鄱阳湖）南部造成影响。
“苗柏”会否对武汉的防汛形势带来影响？ 市水务部门
回复，目前暂未接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应急响应。
由于“苗柏”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移入江西境内后，强度

持续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 13
日 14 时对其停止编号。
受“苗柏”影响，12 日 8 时至 13 日 8 时，惠州、汕尾、深
圳、揭阳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全省日雨
量大于 200 毫米的站点有 9 个， 大于 100 毫米的站点有
194 个，大于 50 毫米的站点有 499 个。 部分中小河流水位
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其中，13 日 14 时，惠州市淡水河超警
戒水位 0.06 米。

今年台风名字已经排了
22个
可能还不够用，将有六七个登陆中国东南沿海

2017 年还会有这些台风

“梅花”
“苗柏”
“南玛都”

记者 高萌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苗柏”是一种鸟的名字，为何用它命名台风？长江日报记者采
访了知名科普博主浦仁杰，据他介绍，其实台风名字早已定好，“只是按照顺序给它罢了”。
有媒体排出了 2017年 22个台风的名字，浦仁杰说，这可能不够用，根据台风网统计数据显
示，西北太平洋一年平均生成的台风大约26个左右。据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测，2017
年将有11至13个台风影响中国海域，其中有6至7个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

“塔拉斯”
“奥鹿”
“玫瑰”
“洛克”
“桑卡”
“纳沙”
“海棠”
“尼格”

台风共有 140个名字轮流用
浦仁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每个台风都
有自己的名字，取名是有讲究、有规则的。
浦仁杰介绍， 对台风的正式命名始于
20 世纪初。 1997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
第 30 次会议决定，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
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并决
定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使用新的命名
方法。
对于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台风来说，数量
多，来得快，如果等来了再取名，显然会来不
及。 于是，世界气象组织事先制定一个命名
表，按顺序循环重复使用。 命名表总共 140
个名字， 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

14 个国家和地区每个提供 10 个名字，包括
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
本、老挝、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菲
律宾、韩国、泰国、越南和美国（关岛属于美
国，所以美国也属于受台风影响的国家）。
虽然提供台风名字的有 14 个国家和地
区，然而，有权命名台风的只有日本气象厅。
浦仁杰解释，1956 年 7 月 1 日， 根据
《气象业务法》，日本成立了气象厅，专责日
本的气象观测、地震、火山及海啸灾害等监
测工作。 在当时已规定：日本气象厅同时也
负责给北太平洋上生成的热带气旋编号及
命名。 在浦仁杰看来，或许是因为当时日本
气象厅观测水平亚洲领先。

用“温柔”名字期望伤害能小些
“台风的命名，多用‘温柔’的名字，通常
带有美好、和平之意，期望它带来的伤害能
小些。 ”浦仁杰说。
具体而言， 每个名字不超过 9 个字母；
容易发音； 在各成员语言中没有不好的意
义；不会给各成员带来任何困难；不是商业
机构的名字；选取的名字应得到全体成员的
认可，如有任何一成员反对，这个名称就不
能用作台风命名。
浦仁杰介绍，14 个成员通常喜欢用带
有自己国家特色的东西来命名。 比方说，泰
国习惯用各种水果来命名台风；日本习惯用
星座；美国通常用人名；中国则常用美丽的
传说或花，如玉兔、悟空、杜鹃等。
还有一些使用了动物、植物、食品等的
名称，如“科罗旺”是柬埔寨提供的，是一种

广东省惠州市碗口粗的广告牌金属撑杆被“苗柏”吹弯 中新社发
树的名字；“莫拉克”是泰国提供的，意为绿
宝石；“伊布都”是菲律宾提供的名字，意为
烟囱或将雨水从屋顶排至水沟的水管。
“虽然命名表是固定的，但也有意外情
况发生。”浦仁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就是
气象爱好者通常说的“野孩子”。
他解释， 难免有其他洋区的热带气旋进
“
接纳”他们。
入西北太平洋，日本气象厅也要
比如 2013 年的 13 号台风和 14 号台风，他们
的名字原本应该是康妮和玉兔，但实际上是佩
瓦和乌纳拉。 原因是，这两个风暴是从中太平
洋进入西太平洋的，因此，编号归于西北太平
洋名下。浦仁杰说，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判断下
一个台风叫什么名字，但是这并不完全是确定
的，
“
可能会有外来风暴插个队”。 外来风暴名
字不计入命名表，他们只能算作
“
编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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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名字也会被“除名”
损 失 达 到 181.28 亿 元 ，它 被 永 久 性 除 名 ， 退 出 了
国际台风命名序列。
2005 年 19 号台 风 名 为 “龙 王 ”，它 一 路 肆 虐 ，
据中国气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龙王” 给受影响
地区带来了强降水， 其中福州地区一小时降水量
突破了历史极值，超过了 152 毫米，这是历年来台
风影响最严重的， 给 福 建 造 成 了 74.78 亿 元 的 经
济损失，导致近百人死亡。 于是，国际台风委员会
决定“龙王”从命名表中删除。 这是中国大陆提供
的台风名称中最先“退役”的一个。 顶替“龙王”的
是“海葵”。

一般情况下， 事先制定的命名表按顺序年复
一年地循环重复使用， 但遇到特殊情况，“台风名
字也会被‘除名’”。
浦仁杰介绍，世界台风委员会有一个规定，一
旦某个台风对于生命财产造成了特别大的损失，
那么该名字就会从命名表中删除， 空缺的名称则
由原提供国或地区再重新推荐。
“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大家不再想起当时的重
大灾害和人员伤亡。 ”浦仁杰举例，比如说台风云
娜。 “云娜”，意为“喂，你好”，但据统计，“云娜”台
风在浙江造成 164 人 死 亡 ，24 人 失 踪 ， 直 接 经 济

客户共同委托，对专项资金进行监管，按照协
议约定用途和条件进行支付，协助个人客户和
企业对个人保证金进行管理而提供的金融服
务。 该项产品具有支持在线办理、账户安全便
捷、操作简单方便、监管安心放心、信息共享同
步、场景丰富多样等优势。 平台的搭建对银行
来说不仅仅是获得客户的一种方式，更是维系
银行、企业与客户的一条纽带。

个人保证金业务将运用于旅游、 教育、投
资、拍卖、消费、交易六大场景。 客户将享受多重
好处，如保证金资金由银行监管安全有保障，保
证金冻结及解冻周期缩短， 流动资金占用率有
效降低，业务办理渠道多样无需到柜台等。
此次中行与奥山集团签约消费类保证金管
理平台项目， 将极大方便客户资金缴纳及公司
账户管理。 以前客户需要将房屋、车位等保证金

直接划入公司账户， 待全部事项完成后才能取
回该笔资金。 现由银行代为保管该保证金，客户
仅需通过手机银行即可实现一键轻松办理，资
金安全有保障。 同时奥山集团也可以直接登录
企业客户端，实现保证金的查询与管理。
近期武汉奥山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某项目将有 500 多个人客户通过此平台完成
保证金额为 1000 多万元的冻结业务。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上门倾听企业需求
本报讯

（记者 程 思 思）为落实武汉市金融局银行行长联系
服务企业活动，日前，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行长徐晓华驱车 50 公
里，来到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八路的武汉合缘绿色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支持实体经济，积极支持
中小企业”的理念。
武汉合缘绿色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于
2016 年 3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暨“新三板”挂牌，
简称合缘生物。 该公司是一家应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集科研、
生产、贸易于一体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业务是进行微生
物菌剂的研究开发以及利用微生物技术对农作物秸秆、畜禽粪

兴业银行 1300亿助福建
打造全国绿色金融创新基地
本报讯

（记者梅丹 通讯员陈迪喜）
“
争取到 2020 年末，兴业
银行在福建省内的绿色金融业务累计投放量和余额在目前的基
础上翻一番，即累计投放量超过 1300 亿元，余额超过 600 亿元。”
6 月 9 日， 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在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
专题会上郑重宣布，兴业银行将围绕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行动方案、生态省建设等重大战略，充分发挥该行在绿色金
融领域的优势， 推动福建省成为全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基
地，并全力协助配合福建省申报国家绿色金融综合改革创新
试验区工作。
截至今年 5 月末，兴业银行在福建省内累计投放绿色金
融项目 2024 笔，累计投放金额 673 亿元，余额 306 亿元。 所
支持的项目可实现年节约标煤量 452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
1160 万吨， 相当于关闭了 27 座 100 兆瓦的燃煤火力发电
站，或 1 万辆出租车停驶 56 年。

便等废弃物进行处理，转化为无公害的生物肥料，广泛应用于
水产养殖和农业种植。 该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有机肥生产试点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湖北
省农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湖北省配方肥定点加工企业、武汉
市农业科技型企业。 公司建立了湖北省农业微生物领域首家
“院士专家工作站”，拥有省级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和市级企业研
发中心，拥有 20 多项专利技术，多项产品与技术为行业内首创
和处于领先地位，先后承担包括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省部级
科研项目 30 余项。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于 2013 年通过“瞪羚计划”与该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2014 年 1 月 21 日首次放款 500 万信用贷款， 经过
几年的合作，中信银行除为该公司提供日常的结算业务、资产业
务、工资代发业务外，企业在上市前，还为该企业提供新三板上
市咨询及配套融资一揽子服务方案， 使中信银行成为与其合作
的唯一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截至 2017 年 3 月， 累计放款额
6000 万元。
此外，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领导还对接了湖北聚能石墨有限公
司、武汉境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悦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湖
北中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德发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
司五家企业，进一步强化了沟通，搭建了银企合作的桥梁。

华夏银行武汉分行举办企业家论坛
本报讯

（记者 梅丹 通讯员 熊 丹 杨
慧）近日，华夏银行武汉分行华银大厦
一楼“互动空间”举办华夏之星——
—“分
享与发展”企业家论坛，邀请了仟吉食
品、 楚商协会等 30 余位知名企业家出
席此次活动。
华夏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高波介
绍， 华夏银行近年来为供给侧改革推出
了一系列举措： 推动银行网点零售化转
型，围绕“智能化、轻型化、社区化、体验
化”的方向持续加强机构网点建设；坚定
实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发展战略，

来自中国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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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来西亚，一种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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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密克罗尼西亚，该国一个
著名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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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菲律宾，锋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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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韩国，一种鹿的名字

6

来自泰国

7

来自美国，男子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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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越南，一种会唱歌的鸟

9

来自柬埔寨，捕鱼的意思

10 来自中国大陆
11 来 自 朝 鲜 ，飞 翔 、动 感 和 自 由
的意思

12 来自中国香港
13 来自日本，星座
14 来自老挝，一种淡水鱼
15 来自中国澳门
16 来自马来西亚，意为玫瑰花
17 来自密克罗尼西亚，意为一种
香料姜黄

18 来自菲律宾，尖锐的意思
19 来自韩国，秃鹫
20 来自泰国，波罗蜜果
21 来自美国，意为风暴
22 来自越南，该国的一种珍贵动
物中南大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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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湖北省分行办理首笔个人保证金业务
本报讯

“泰利”
“杜苏芮”
“卡努”
“兰恩”
“苏拉”

（记者高萌）

理 财
（记者 胡楠 通讯员 易圣蛟 周鹄）
近日，中行湖北省分行武汉青山支行武汉奥山
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约保证金平台项
目，并顺利通过客户手机银行渠道，完成湖北
省中行首笔保证金账户冻结及解冻业务，开启
中行个人资金监管业务新篇章。
个人保证金业务是指中行作为个人资金
监管行，依据三方协议约定，接受企业和个人

“榕树”
“天鹰”
“帕卡”
“珊瑚”
“玛娃”
“古超”

1

开展以
“
小、快、灵”为特点的小企业融资
与服务，支持了湖北省 5000 家中小微企
业；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保持
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经济转型一致；
推出“
科技创新贷”、
“
纳税信用贷”、
“
投
贷联动”、
“
保证保险贷款”等产品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不断拓宽金融服务渠道、
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为地方“支实扶小”
履行社会责任。
论坛上， 仟吉食品董事长陆伟、今
天商贸执行董事宋迎春等多位知名企业
家纷纷介绍自身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经验

分享。
据了解，“华夏之星”是华夏银行在
实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战略过程
中服务中小企业的举措之一，是华夏银
行服务企业的活动品牌，同时也是共同
履行社会责任的平台。 华夏银行希望以
平台资讯提供者、 平台价值聚合者、平
台服务接入者的身份，帮助合作伙伴搭
建一个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崭
新的共享交流空间， 藉此开展平台合
作、信息分享、公益互助活动，从而帮助
更多的企业实现发展的目标。

农银人寿携手农行
在十堰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 梅 丹 通讯员 彭 文 迪 余 曼）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十堰市委、市政府扶贫攻坚
总体部署， 积极响应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的号召，6 月 1 日， 农银人寿湖北分公司十堰中
支与农业银行郧阳支行共同组成扶贫工作小
组， 赴对口扶贫点郧阳区城关镇罐沟村进行实
地考察。
扶贫工作小组当天共计走访 11 家贫困户，拟
发放农行贷款 7 家,拟贷款金额 40 万元。 另外，农
银人寿十堰中支将针对这些贫困户免费提供“农
银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计划，为贫困家庭转移
风险，解决后顾之忧。
据了解， 罐沟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共有 61
家，其中申请农行贷款的贫困户有 27 家。 下一步，
农银人寿十堰中支将继续与十堰农行一起对其他
贫困县、贫困户进行走访。让贫困户同时拥有信贷
资金和保险保障， 防止贫困家庭因意外事件导致
“雪上加霜”，增强贫困户自主致富的“造血”机能，
确保金融保险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农行升级“超级柜台”
缩短罚款缴纳时间
本报讯

（记者 梅 丹 通讯员 刘 云 涛）2015 年，
农业银行“超级柜台”正式上线，在银行业掀起
一股科技引领和体验驱动的风潮。 近日，农行汉
阳芳草路支行结合网点特性，主动实现“超级柜
台”的应用创新，为客户送上更为舒适便捷的业
务体验。
作为全市罚单缴纳量最高的异地罚款代缴
点， 农行汉阳芳草路支行每天要接待大量缴纳罚
款的客户，设置的专柜经常排起“长龙”，等待时间
较长，不少客户为此向网点表达了不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该支行的员工们将目光
投向了新帮手——
—农行“超级柜台”。
如果能通过“超级柜台”实现罚款业务分流，
能够有效地方便客户，减少等待时间，为了实现这
一想法，该网点迅速收集材料进行上报，经过智能
柜台系统的又一次升级，终于在今年实现了“超级
柜台”罚单缴纳功能的上线。
该网点特为罚款客户多申请了一台专用智能
柜台，在周边张贴操作流程方便客户办理，将原本
耗时 2 分钟的业务提速到 30 秒以内，日缴单量实
现飞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获得了客户的一致
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