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没有观众，但奥运赛场同样如东京的

天气一样火热。篮球运动一直都是高关注度的

项目，奥运会中篮球比赛得赛前预约和申请门

票方可入场，即便是媒体记者也不例外。一向

热爱篮球并多年报道篮球比赛的我自然不会错

过这次难得的采访机会。7月26日举行的三人

篮球赛上，中国男、女队都获得了胜利，让我这

个中国记者无比兴奋。其间，我在现场采访了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对于这样一届“特别”的奥运会，姚明告诉

记者：“这确实是一届很特殊的奥运会，我觉得

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去看都是不同

的，多样的感受也是很正常的，非常理解。从我

们的角度讲，我们是参与者、参赛方，奥运大家

庭的一员，非常高兴来参加奥运会，也非常感谢

奥委会、当地政府，在这么特殊的一个环境下做

的努力。”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向往和期待，姚明表

示：“那么多运动员能够在奥运舞台上实现价值，

非常重要。”当记者问到多年以后大家回顾起来，

东京奥运会会传递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回忆时，姚

明说：“奥运的历史到现在已经走过一百多年了，

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每个人都会记住自己印象最

深刻的，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是

不会让大家忘怀的。”

自到东京以来，和无观众、少聚集、减环节

的“冷场”相比，东京的气温一直居高不下，炎热

似火。对于天气状况，姚明风趣地告诉记者：

“我是五对五的篮球项目出身，一直都是在室内

进行比赛和训练，所以对室外比赛天气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发言权。”谈及三人篮球中国队在本

届奥运会的表现，姚明表示：“这几天很多人问

到这个问题，三人篮球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

比赛项目，任何运动都有第一次进入奥运会这

样一个过程，五人篮球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

入的。这次三人篮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新鲜

的尝试，虽然三人篮球这项运动已经流行很长

时间了，但进入奥运会还是第一次。”他说，奥运

会这个舞台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压力、兴奋、

期待等，会让运动员变得和平时不太一样，但并

不代表这项运动仅像场上大家看到的那样，它

有很多的潜力要去挖掘。

在奥运舞台上实现价值
——访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本报特派记者 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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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奥运

▲在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比赛赛场，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 摄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射箭男队

名列团体赛四强，2019年又斩获射箭世锦

赛冠军创造历史，本届奥运会止步八强的

成绩显然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有些失望。

赛前虽没有高调的誓言，但中国射箭

队全队都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实现突破。

在之前进行的混合团体和女团的比赛中相

继折戟，也令男团的小伙子们憋足了劲儿

要打个翻身仗，但同时压力也随之而来。

果不其然，全队还是没能完成突破。赛后，

3名队员情绪低落。

场上打得不够理想，场下看得更是着

急。别说队员和教练了，就连记者都感觉

3人的整体表现不够理想，总的来说一句

话，就是失误过多，导致全队没有把优势发

挥出来。

比赛结果不理想，魏绍轩自然心情也

好不起来，但作为吉林籍的选手，看到千里

迢迢赶来的家乡媒体记者，他还是很耐心

地聊了聊，并感谢家乡人一直以来对他的

支持和关心。他说：“对东京的整体印象还

是不错的，除了天气有些炎热，其他都还挺

好的。今天在赛场我的表现应该说不是很

理想，个人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后的结果也

不是很满意。其实开局的第一组我们3个

人打得都还可以，但到了后面把前面积累

的基础都打没了。等到我们都冷静下来

后，对手已经不给机会了，接下来的比赛已

经很难把比分逆转回来了。”

问到接下来的个人赛会做出怎样的调

整，希望打出什么样的成绩时，魏绍轩说：

“个人赛的话，我认为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尽全力去打好，让自己少些遗憾，不想

给失败找理由吧。尽量让自己清醒一点，

努力往前拼好每一箭。”

最后，魏绍轩感谢家乡人的支持，他说：

“首先感谢家乡人对我的关注、关心和支持，

今天在奥运赛场的发挥和表现确实不是很理

想，我也表示抱歉。但是我还会继续往前走，

继续努力，再次感谢家乡人的关注，今后会尽

力抓住每次机会，拼出好成绩，不辜负家乡人

的支持！”

个 人 赛 要“ 打 回 来 ”
——访中国射箭队吉林籍选手魏绍轩

本报特派记者 张政

本报东京7月26日讯（特派记

者张政）今天，东京奥运会射箭男子

团体赛在东京梦之岛公园射箭场展

开。在1/4决赛中，由王大鹏、李佳

伦和吉林籍箭手魏绍轩组成的中国

队1比5负于中国台北队无缘四强。

射箭男子团体淘汰赛采用局分

制，需进行四局比赛，每局6箭，三名

选手一人两箭。单局环数多者得2分，

平局各得1分。先拿到5分的队伍获

胜，若4比4战平则单局定胜负，由每

队3名成员各射1箭。

中国射箭队在混合团体和女

团相继失利后，团体赛夺牌希望就

落在了男团身上。男团在预赛中

排名第三，原本很有希望争夺奖牌

甚至金牌，但在1/4决赛中，3名选

手发挥有些失准。此战，3人明显

背负压力登场。加上比赛场地风

力影响，在首局与对手打成55比

55后连输四局，最终以1比5落败，

止步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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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吉林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吉林振

兴历史机遇，坚持新发展理念，克服疫情和经

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克难奋进、砥砺前行、改革

创新，稳中求进，持续加大对地方实体经济支

持力度，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较好经营

成果，开启吉林银行改革发展新篇章。

经营规模不断壮大
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截至6月末，吉林银行资产总额达4393.9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92.71 亿元，增长 4.59%。

各项贷款余额 3161.66 亿元 ，比年初增加

277.75亿元，增长9.63%。各项贷款余额、增量

省内占比排名均列第 2 位。各项存款余额

3406.93 亿元，比年初增加 197.43 亿元，增长

6.15%。各项存款余额、增量省内占比排名均

列第3位。上半年，吉林银行实现营业净收入

51.06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33.52亿元，实现

净利润 9.37 亿元，同比增加 1.69 亿元，增长

22.04%。主要监管指标持续向好，吉林银行资

本充足率达11.65%；不良贷款率1.74%，比年初

下降 0.11 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资产利润

率、资本利润率等指标均呈现向好趋势，流动

性指标全面达标。

零售转型成效显著
释放改革发展活力

零售业务是银行经营发展的重要引擎，

上半年，吉林银行零售变革成效显著，储蓄

存款余额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大关，余额达

2017.8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89.70 亿元，增长

10.38%。个人客户新增 37.83 万户，是上年

同期增量的 2.34 倍，增量同比实现翻番。在

房贷规模收紧的环境下，个人贷款业务快速

发展，规模突破 600亿元大关，达到 629.28亿

元，占全行贷款比重近 20%。信用卡业务新

增有效卡量 16.71 万张，新增发卡量位居省

内发卡银行第一位；139家城商行排名 33，较

年初提升两个位次。成功发行首笔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理财产品，推出“吉日生金”系列

净值型理财产品，累计新增标准债券投资

249 亿元，优化二级市场信用债授信流程，朝

着设立理财子公司、打造第二个吉林银行的

愿景奋进。

深耕本地重点领域
多措并举服务实体

吉林银行认真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聚

焦“十四五”发展战略、“一主、六双”产业布局、

“761工程”，将汽车、医药、装备制造、农产品加

工、食品加工、石化、文旅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积极服务吉林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支持

汽车产业发展，成立“服务一汽专项工作小

组”，成功营销一汽集团、一汽解放、一汽出行、

一汽富晟等优质客户，并为奥迪PPE、红旗跑车

等重点项目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紧盯

全省产业主线，建立“链长制+行长制”工作机

制，形成重点产业对接项目清单，助力吉林制

造业做实做强做优；聚焦“一主、六双”产业布

局优化，重点支持长吉一体“双协同”发展；在

森工、吉煤等国企破产重整关键时期提供低成

本信贷资金支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助推科

创企业发展壮大，在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筹备上市期间，为其提供募集资金的

归集及资金监管服务；助力疫情防控企业复工

复产，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疫苗项目投

放信贷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企业新冠疫苗的研

发、测试、临床等工作，全力为疫情防控做好金

融服务保障工作。

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精准滴灌小微客户

吉林银行作为吉林省的法人金融机构，

持续向成长型小微企业的贴心银行迈进。

成立至今累计为 5万余户小微企业输送贷款

5800 多亿元，成为省内小微投放最多的银行

机构。截至 6 月末，“两增”贷款余额 224.14

亿元，两增贷款客户达 10632 户。普惠金融

贷款余额 282.24 亿元，享受“定向降准”下调

0.5 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的优惠政策。不

遗余力投放“支小再贷款”，设置低于统一贷

款定价超 210BP 的优惠利率,上半年累计投

放支小再贷款 96.63 亿元，投放量居全省同

业首位。

服务渠道逐步完善
科技赋能金融创新

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打造切实解

决民生需要、企业发展痛点的产品，推动科技

金融业务做大做强。推出“吉车贷”“吉人贷”

“吉房贷”线上贷款产品，“信贷工厂”经营模式

和流程改造初见雏形，实现个贷业务的多元均

衡发展。上线京东金融联名分期卡业务、研发

炫白金卡、车享卡等新产品。新版手机银行

2.0试运行，实现以互联网方式营销与服务客

户的新突破。截至6月末，吉林银行手机银行

注册用户达182.43万户，比年初增加76.33万

户。推出“吉银税e贷”及“吉银房e贷”两款小

微线上产品。以系统模型自动审批为核心，全

流程实现小微客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助

提款，最快可实现当天申请放款，大幅提高服

务效率，节约客户时间成本。

下一步，吉林银行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李克强总理考察吉林指示要求，按照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牢坚守“服务地方经

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初心和定

位，努力把履行责任担当和谋划自身发展相结

合，把应对外部挑战和严守风险底线相结合，

在压力中育潜力，在变局中谋新局，稳步向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迈进，为吉林省地方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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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银行零售变革一周年表彰大会

吉林银行召开2021年年中经营工作会议

吉林银行与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新华社东京7月26日电（记者丁文娴 姬烨 陆睿）又是清一

色的2∶0！26日，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小组赛继续进行，出战的中

国混双和女双均取得胜利。

不同于单打比赛分为14个小组，双打只有4组，因此小组赛

也不乏硬仗。当日混双小组赛全部结束。头号种子郑思维／黄

雅琼对阵韩国选手徐承宰／蔡侑玎，第一局“雅思”组合一路领

先拿下，第二局则开局落后，中段打得胶着，14平后才把比分逐

渐拉开。

“雅思”觉得自身状态在逐渐变好，“慢慢找到一些比赛的感

觉”。对手也是心服口服，“他们在攻击方面实力很强，针对这一

点我们努力加强防守，但毕竟对方是世界第一。”蔡侑玎说。

小组赛全胜出线，郑思维认为整体发挥不错，“虽然遇到了困

难，但都顶下来了，解决困难的能力我觉得还不错”。四分之一决

赛，“雅思”将对阵四号种子、印尼组合乔丹／奥克塔维亚尼。

同样以小组头名晋级八强的还有王懿律／黄东萍，他俩当

日力克马来西亚强手陈炳顺／吴柳莹。两人都认为，一场打得

比一场好。他们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徐承宰／蔡侑玎。对

于即将到来的淘汰赛，黄东萍表示要绷紧神经，“每一对选手都

非常强，因为这是奥运会”。

女双赛场，陈清晨／贾一凡经历胶着对抗击败保加利亚斯

托伊娃姐妹，杜玥／李茵晖轻松战胜澳大利亚组合萨莫维尔／

玛帕萨。

27日羽毛球将继续进行小组赛争夺。

中国羽毛球军团继续奏凯

据新华社东京7月26日电（记者张寒 苏斌）从势如破竹到

双双哑火，中国混双组合许昕／刘诗雯26日在东京体育馆遭东

道主劲敌惊天逆转，以3∶4不敌水谷隼／伊藤美诚，令中国乒乓

球队连续三届包揽奥运金牌的势头戛然而止。

25日的半决赛后，“昕雯”曾“揭秘”他们的战术是碾压对

手、避免纠缠，26日的决赛显然也是这样计划的。第一局只让

对手拿到5分；第二局8∶1领先时被对手连追4分，马琳及时叫

了一个暂停，“昕雯”回来很快以11∶7结束战斗。

不过这毕竟是奥运会决赛，一紧张就习惯性吹球的许昕，第

一局又因为欲“吹”又止被裁判警告了一次。这似乎表明，当时

比分占优的中国组合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

第三局7∶7后“昕雯”首次被反超比分，又8∶10被对手拿到

赛点，随后伊藤美诚一记有力的正手攻球，为日本队扳回一局。

此后的进程陷入双方都不容有失的紧张境地，即便第四局

3∶0领先时许昕的那记“海底捞月”如神来之笔，中国队还是被

对手赢走了两个11∶9。

关键的第六局“昕雯”技术与战术齐飞，11∶6将双方拉回同

一起跑线。然而决胜局里，水谷／伊藤的主动进攻频频奏效，中

国组合被打了个0∶8，虽然几次逼迫对手失误、退台拉起赢回分

数，无奈落后太多，实力超群如“昕雯”也没能改写奥运赛场纪

录，最终以决胜局6∶11输局输球。

“昕雯”组合遭逆转 日本乒球夺首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