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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国际知名金融杂志《机构投
资 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公 布 了

“2020年度亚洲区（日本除外）最佳企业管理
团队排名榜”（“2020 All-Asia Execu-
tive Team Ranking”），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从1472家
提名公司中脱颖而出，获评“亚洲最受尊敬企
业”等七项重量级大奖。

在今年的评选中，中国人寿荣登年度“亚
洲最受尊敬企业”榜单，为连续第三年上榜。
同时，创纪录地一举上榜保险板块“最佳总
裁/首席执行官”（第二名）、“最佳首席财务

官”（第二名）、“最佳投资者关系经理人”（第
一名）、“最佳投资者关系团队”（第一名）、“最
佳投资者关系执行项目”（第二名）、“最佳环
境、社会及管治”（第三名）六大榜单，这是公
司自上市以来首次斩获以上重量级奖项。

据悉，《机构投资者》是全球颇有影响力
的金融评选机构之一，每年针对亚太地区企
业开展评选，排名结果为业内公认的全球投
资风向标，备受海外买方及卖方机构认可。
不同于其他的奖项评选，该排名结果完全由
身份获认定的金融界专业人士投票产生，具
有很高的权威性及含金量，是境外资本市场

极具权威性的排名。
在今年的投票中，共有来自18个行业的1472

家提名公司参与角逐，共2532名买方及卖方代表
进行投票，此次参评的保险公司共26家，参评企业
覆盖亚洲地区各大保险企业，竞争异常激烈。

2019年以来，中国人寿启动“鼎新工程”市
场化改革，全面推动重振国寿战略部署，公司上
下焕发活力，业绩表现向好，公司治理持续优
化，市值经营不断加强，获得资本市场的高度肯
定。此次获得多项大奖，既源于公司自身出色
的业绩表现，也反映出业界对中国人寿投资者
关系工作的高度肯定与认可。

据了解，中国人寿还于日前在《新财富》第
三届最佳投资者关系评选中斩获最佳投资者关
系港股公司（A+H股）奖项。未来，中国人寿将
继续推进重振国寿战略部署，努力提升基本面，
加强并进一步创新投资者关系工作，致力于为
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机构投资者》2020年度“亚洲区最受尊敬企业”公布

创纪录！中国人寿斩获7项重量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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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 《妙先生》
本·施瓦兹、金·凯瑞主演 《刺猬索尼克》
李现、顾璇主演 《抵达之谜》
9月20日19:30 ——舞台喜剧《 她们的秘密》
10月15日19:30 ——话剧《再见徽因》
10月16日19:30 ——话剧《志摩有约》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家乡和台北同吹着太平洋的
季风，沐浴着太平洋上湿湿的水汽
凝成的雨。但或许更令人熟悉的
是，台北街巷的名字，忠孝路、仁爱
路、信义路……儒家思想被浓缩成
一个个方块字，印刻在路牌上，便成
了先贤思想和希望的寄托。再有便
是大陆的地名：南京路、杭州路、长
安路……俨然一张大陆版图的缩影
蒙在了台北之上。由西走到东，由
南行至北，犹如穿梭在各大城市间，
兀自乐在其中。一块块路牌上蓝底
白字，或许那文化的精深、两岸的联
系、台北的亲切都融在里面了。”

在 7 月 31 日下午的“爱在南
通·分享沙龙”活动现场，市委台办
主任赵男男从一篇文章《活着的乡
愁》说起，分享了她与台湾的交集和
缘分。当天，受邀前来的，还有市台

协会会长刘璟芳女士、市台谊会会
长陈钟先生以及各县（市）区两岸婚
姻代表、台青代表、台师代表、陆生
代表等，大家齐聚位于主城区南大
街的南楼城事文创生活二楼大厅，
分享故事，共叙友情。

这间富有文化气息的“南楼城
事”，主人陈琴女士是一位和台湾有
着深厚缘分的南通人，20年前嫁到
台湾，回通后决定为两岸文化交流
做些有意义的事。在她的故事分享
中，特别提及“南楼城事”这个名字
由台湾团队设计，“南通的大楼、城
里的故事”正是名字由来。

担任市台协会台青会执委的台
湾青年陈泰廷分享了自己的爱情故
事，近二十年频繁往返台湾与大陆
间的台湾女企业家洪靖旻讲述了她
的创业故事，推荐了台湾的地道美

食；与台湾同样有着不解缘分的南
通大学教授乾冬冬也受邀来到现
场，乾教授曾于2017年作为公派台
湾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高级访问学
者，出版过专著《钢琴教学新思路》
一书。

活动中，通大学子用架子鼓、吉
他、小提琴等多种样式表演了《在水
一方》《敕勒歌》《友谊地久天长》等
耳熟能详的歌曲。市委台办副主任
王奇境表示，本次“爱在南通·分享
沙龙”，是疫情之后通台两地开展文
化交流的首场活动。“爱在南通”通
台系列交流活动计划共举办四场，
接下来，还将在七夕、中秋等中国传
统节日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搭建平
台，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两岸间
的感情融和。
本报记者李彤 本报通讯员施晓明

晚报讯 7 月 31日，两辆
黄黑相间的工程车在大型起吊机
的作用下，缓缓落在平东车辆段
的轨道上，随后驶进了车辆段的

“停车场”。据悉，这两辆是南通
轨道交通工程中首批正式“报
到”的工程车。

轨道交通1号线平东车辆段
是1号线大架修车辆段，也是我
市城市轨道交通首个地铁车辆
段，承担线网全线配属车辆的大
修和架修，同时承担本线配属
车辆的定修、临修和部分配属
车辆的停放、运用整备、清扫
洗刷及双周三月检等任务。工
程车“停车场”是平东车辆段
项目单体调机工程车库，车库
主跨部分地上一层，附跨部分
地上两层，主要为停放、维护
机车，夹层辅跨为库房配套的
办公用房。调机工程车库桩于
2019年8月14日开始施工桩基
工程，在2020年7月30日顺利
完成工程车接车节点。

“该工程车采用电控燃油
喷射柴油发动机动力，主要负
责电客车非自身动力转线、物
料运输、正线抢险救援等，可

以说是应急救援时候的地铁车
头，优点在于可靠和动力足，
拥有两套司控系统，作为救援
车辆在设计之初就保证了行车
安全可靠。”宝鸡中车时代研
发工程师马超介绍说。首批工
程车顺利到达平东车辆段，标
志着平东车辆段调机工程车
库顺利投入使用，调机工程
车库作为第一个投入使用的
车库，成功完成 2020 年年度
总体计划。同时首批工程车顺
利接车也为近期 1号线首批电
客车通车及 2022 年轨道 1 号
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工程车也为即将到场‘亮
相’的南通首列电客车提供保
障，标志着南通轨道交通建设
迈入了新的节点。”轨道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杜峰表示，随
着首批工程车到段，其余工程
车辆也在紧锣密鼓地生产中，
预计今年下半年将陆续运抵车
辆段，满足地铁运营过程中施
工配合、线路检测、抢险救援
等各类需求。

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杨金锋 黄河

晚报讯 昨天，南通汽运集团
飞鹤快客分公司选派经验丰富的8
名驾驶员和1名领队人员，驾驶大
巴共赴昆山。从今天起，他们将配
合市外办、公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
执行入境人员转运任务。他们也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通汽运
集团派出的第四批转运接驳点驾驶
员。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和长三角涉
外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工作要
求，自8月2日零时起，来通人员从
上海浦东机场入境，在集中隔离健
康观察7天后，需安排专人专车将
他们从上海隔离点闭环接驳至昆山
中转基地。继续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7天，落实后续防控措施。南通汽
运集团飞鹤快客分公司负责此次闭

环接驳运输工作。
记者了解到，此次昆山工作组

飞鹤快客派出的现场调度依旧是蔡
本泉，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此前在昆
山“战斗”过，再次出发，他倍感责任
重大。“我一定会带好队伍，执行好
任务，全力配合做好入境人员的疫
情防控工作。”出发昆山前，蔡本泉
如是说。 记者严春花

晚报讯 7月 31日在南京结
束的2020“玛丽莱杯”全国青少年
足球精英赛江苏预选赛中，南通体
育运动学校代表队勇夺冠军，从而
获得本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参赛资格。

参加这次比赛的南通体校代
表队由一拨 2008 年出生的小将
组成，主教练是顾晓伟。顾晓伟
告诉记者，赴南京参加江苏预选
赛的共有11支队伍，来自省内各
地的体校、民间俱乐部、足球特色
学校。

小组赛，南通体校队以1胜1
平的成绩获得第1名，顺利进入第
二阶段淘汰赛。1/4决赛与淮安队
一战，南通体校队发挥正常，以2:1
力克对手。半决赛对手是“地头蛇”
伽马亚星队，这场比赛南通体校队
占据了场面优势，多次在对方门前

制造险情，虽然几次痛失得分良机，
但仍以1∶0力克对手。此役获胜，
意味着南通体校队获得了进军长沙
总决赛的入场券。

决赛于7月31日下午举行，对
阵双方是南通体校队和南京市鼓楼
一中心小学队。当天上午举行的半
决赛，南通体校队体力消耗较大，决
赛中全队跑动受到一定影响。面对
实力不俗的对手，南通体校队小将
们充分发挥了传控能力强的特点，
上半场由瞿志远踢进1球。下半
场，对方展开反扑，多次威胁南通体
校队大门，并在终场前获得一次点
球机会。关键时刻，对方主罚队员
将球踢在右门柱上弹出，南通体校
队福星高照捧得桂冠，夺得沉甸甸
的冠军奖杯。赛后，吴晁羽获得最
佳守门员称号。

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19日至

20日举行，届时将有国内32支球队
参赛。

记者了解到，这支队伍于2017
年初正式组建，平日在市体育运动
学校、市二中初中部、港闸区实验小
学训练。经过3年苦练，全队形成
了传控渗透能力强的技术流风格，
获得过2018年江苏省青少年足球
精英联赛冠军、2019年江苏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亚军等成绩。此次比
赛，南通体校队一路高奏凯歌，不俗
实力和表现赢得各参赛队伍的一致
好评。

顾晓伟告诉记者，上月吴晁羽、
贺文超、瞿志远、王子恒、杨忠辉5
名小将入选了江苏省足协组建的全
运会小年龄组集训队，近期他们5
人将参加第2次集训，有希望参加
明年在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国运
动会。 记者王全立

“爱在南通”系列交流活动拉开帷幕——

为两岸青年共叙友情搭建平台

在全国青少年足球精英赛江苏预选赛中夺冠

南通足球小将进军全国总决赛

“汽运人”再出发
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转运工作

轨道交通1号线
首批工程车正式“报到”
满足地铁运营过程中抢险救援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