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谢孟颖）昨天下午，海口弘太
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弘收到了
1 条短信，而仅在 3 分钟前，他才通过电
脑提交了在线贷款申请。也就是说，这次
贷款张弘只花了 3分钟就搞定了。

由于规模小、业务少，可抵押物不
多，很多小微企业贷款难，往往卡在贷
款审批上， 申请贷款一拖几个月是常
有的事。因此，中信银行海口分行与银
联商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6 月初联
手正式发布“POS 商户网贷”，创下了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审批产品的最快速
度。

据中信银行行长助理邢福山介绍，
POS 商户网贷是专门针对我省小微企
业推出的无抵押、 无担保的小额短期
线上信用贷款， 小微企业只要是银联
商务提供服务的 POS 商户，且信用记
录良好，就可以提出申请，最高额度为
50 万元。

反恐应急演练中的特警围捕“暴恐”人员。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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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 36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电气有限公司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邮政公司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富山油气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国盛石油有限公司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第七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
评审结果揭晓

为加强我省企业发展核心竞
争力， 提高我省企业家社会责任
意识， 全面系统地回顾与总结我
省“十二五”时期的企业发展轨
迹， 充分体现企业和企业家在我
省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及影响，彰

显海南企业的辉煌成就和取得的
成功经验， 树立海南企业界在经
济发展转型时期最前沿的先进典
型， 激励广大企业家在新形势下
奋力拼搏、开拓创新，为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岛做出更大贡献， 海南

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
会、海南省总工会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发出海企联 ［2014］4 号文
件《关于开展“第七届海南省优
秀企业、 优秀企业家评选与表彰
活动”的通知》。 在全省企业自愿

申报的基础上， 通过由海南省委
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推荐盖章，并
根据申报企业业绩和个人事迹，
严格按照评审标准、程序，本着优
中选优的原则，经评委会评审、研
究，评选出优秀企业 36 家、优秀

企业家 10 名，现将评审结果公示
如下， 公示日期自 2014 年 6 月
13 日至 19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
议，请及时向评审办公室反映。

电话：（0898）66569335� �
� � � � 传真：（0898）66569396。

优秀企业家 10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王光兴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石琪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行长
朱 林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亚春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党委副书记
张晓阳 海南省邮政公司

总经理、党组书记
张海林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宪清 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进挺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徐天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海南省总工会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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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建立微信群
与失足少年沟通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薛宝婕）6 月 9 日，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非监禁的
失足少年张某，通过“爱心家园”微信群向海口市
秀英区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汇报思想， 交流学习
心得。据了解，这是海南首家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
通过微信与失足少年互动，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

据介绍， 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少年法庭建立的
“爱心家园”微信群，由少年法庭法官、心理辅导老
师、青年志愿者和非监禁的失足青少年组成。 微信
群建立后，法官在群内定期更新有关青少年权益保
护的法律法规、形势政策等有关信息；心理辅导老
师也定期更新青少年心理知识，解答失足少年青春
期的疑惑；青年志愿者则以大哥哥大姐姐的身份与
失足少年交流，活跃群里气氛，打消失足少年的顾
虑，让他们能彻底敞开心扉，迎接新生活。

少年法庭法官表示， 通过微信群直接但又可
隐名的沟通方式，让交流变得更加轻松，既有信息
时代的色彩，又迎合了青少年的聊天口味，使得帮
教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我回老家上堂课”
公益活动走进定安

本报定城 6 月 12 日电 （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蔡佳栩） 今天下
午，“我回老家上堂课”（海南区）公益活
动走进定安县龙河镇西坡村西坡小学。 海
南大学志愿者团队、南海网热心网友和爱
心企业，通过课堂交流、游戏互动，给学生
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趣味课。

“以前，加工椰子时，椰子水总被浪
费掉。 我就在想， 椰子水可以做些什么
呢？ ”在教室里，刚从美国赶回的全国人
大代表、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总裁钟
春燕讲起自己推广专利技术， 使海南诞
生并崛起了椰果产业的创业故事，“同
学们要多学知识，为社会做贡献。 ”南海
网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 带领学生们
远程参观南海网工作平台， 感受互联网
新闻企业的工作环境及氛围。

据了解，“我回老家上堂课”是蒙牛
乳业“有你最美”公益平台下帮扶乡村
教育的公益项目， 旨在聚合每一份力量
为乡村教育出力。

屯昌县民政局扎实整改顺应民意

取消不符条件城乡低保户 1349 人

本报屯城 6 月 12 日电 (记者刘袭
通讯员邓积钊)屯昌县民政局按先易后
难、见效快、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
时进行分类整改， 以扎实整改成效获
群众好评。 截至 5 月底， 共取消不符
合条件的城乡低保户 523 户 1349
人，新增城乡低保户 22 人，着重提升
五保人员供养质量。 这是记者今天从
屯昌县民政局获悉的。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 屯昌县民政局先后深入镇、村

开展走访活动，通过召开民政服务对象
代表座谈会、 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
广覆盖征求到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存
在“四风”问题 130条。按先易后难、见
效快、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分类整
改。

对群众强烈反映有不符合条件的
人员吃低保的问题， 县民政局制定
《屯昌县民政局城乡低保整改工作方
案》， 对城乡低保人员开展拉网式核
查，建立村“两委”干部和经办人亲属
领取低保户备案制度， 至今共备案
199 户。 对比城乡低保户经济收入情
况，开展拉网式的摆查、上门核对经济
收入和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数据
对比。 公开镇级和县级城乡低保举报

电话、信箱。 将城乡低保审批、新增五
保人员审批、 社会临时救助审批等公
示， 将核查符合条件拟审批的人员信
息在县党政网和门户网站上公开 7
天，接受群众监督。 截至 5 月份，共取
消不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户 523 户
1349 人，新增城乡低保户 22 人，有效
增强了城乡低保的公信力度。

屯昌每年都有新增加的农村五保人
员， 群众反映大部分新增加的五保人员
住房都很差。 为了切实解决好分散五保
人员住房差问题， 县民政局加强分散供
养五保人员的核查工作， 设 3 个核查
组，每个核查小组分别由一名副局长带
队上门核查。 在其他镇敬老院五保人员
居住满的情况下， 将屯郊敬老院升格为

屯城镇社会福利中心，整合敬老院、托老
院、养老院和儿童福利院住房资源，按一
比一的比例安排五保人员居住。 各镇和
各村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动员全县分散
供养五保人员到屯城镇社会福利中心集
中供养， 切实提高五保人员的集中供养
率。 目前屯城镇社会福利中心集中供养
的五保人员已达到 45人。按轻重缓急的
原则安排对农村分散集中供养五保人员
住房进行改造。 筹集资金完成了 5户分
散五保人员住房改造。 稳步推进敬老院
集中开膳， 提升集中供养五保人员生活
质量。 将屯郊敬老院、坡心敬老院、南吕
敬老院、 乌坡敬老院等 5家敬老院集中
用膳列为今年重点工作。目前，屯郊敬老
院已集中开膳，受到五保人员称赞。

我省企业登记制度改革，企业办理工商业务程序简化，时间大幅缩短———

“工商代理”利润暴减纷纷关门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周月

光）海口市工商局对面的“工商代理”门
面关门了。“这是好事！ ”省工商局有关
负责人说， 这表明海南企业登记制度改
革到位。

工商登记等业务代理曾是一门好生
意。 省工商局大楼对面至今还有 5个写
有“工商代理”字样的门面。但记者调查
发现，这门好生意已经走向没落。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有

12 个，现在只剩下 4 个了。 ”海口市蓝
天路“瑞泓工商代理”工作人员符先生
说：“工商代理这门生意干不下去了，上
个月我们老板就亏几千元， 因为基本没
有什么业务了。 ”

“瑞泓工商代理”已经存在十几年，
2007年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每月工商代
理有几十单业务，主要代理企业登记、企
业年检和登记变更等， 附带给企业建账
报税等其他业务。

“代理企业登记业务的中介费，以
前一单 1000 元左右，一个月约有 20 单
生意；现在一单 400 元左右，一个月也
没几单生意。 还有企业年检， 以前每个
月也有 20 多单生意， 现在一单也没有
了。 ”符先生说，靠工商代理赚钱，连房
租都赚不够， 现在只能靠给企业建账报
税等其他业务维持。

走进蓝天路上另一家“工商代理”店
面，记者看到，里面有 3人，1人在整理资

料，1人在玩手机，1人在电脑上看新闻。
“生意怎么样？ ”对记者的询问，其

中一人说：“都改革了，企业办工商业务
不需要中介了，都准备改行了，还能有什
么生意？ ”

海航集团一位负责办理工商业务的
工作人员说，以前，办理企业登记、年检、
变更等业务程序多、时间长，不少企业不
胜其烦，就花钱委托中介机构办理，催生
滋养了“工商代理”这个行业；现在，企

业登记制度改革，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
企业年检改为网上年报，办理程序简化，
时间也大幅缩短， 企业不再需要中介代
理了。

位于坡博路的海口市工商局对面也
有个存在多年的“工商代理”店面，今天，
记者去找时，发现其招牌已撤，大门已关。

“这是好事!” 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
说， 表明海南企业登记制度改革到位，
“工商代理”这个行业将会慢慢消失。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时

海口美兰机场开展反恐演练

演练科目包含
处置持械砍杀

本报海口 6月 12日讯 （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张翼）12日上午， 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在国内航站楼候机大厅组织
开展了 2014年反恐应急演练，以提升
机场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美兰机
场、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海口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海口市 120急救中心等
单位共 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演练。

在整个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反
应快速、分工明确、处置有序，分别对持
械砍杀暴力劫持恐怖事件和车辆冲击
控制区道口恐怖事件 2个科目进行了
应急处置演练。 演练取得了圆满成功，
达到了以练促训的良好效果。

据了解， 为进一步提高美兰机场
反恐工作水平， 美兰机场将以本次实
战演练为契机，进一步查堵薄弱环节，
持续加强安全防范工作， 增强反恐实
战能力， 切实维护机场安全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侯小健 通讯
员向勇刚）过海司机请注意啦，从 6 月 13 日 1 时
至 15 日 13 时，粤海铁轮渡南港码头火车栈桥需
养护维修，届时，所有车辆将不能通过轮渡火车栈
桥上、下船。

据粤海铁公司有关人士介绍， 受粤海铁路轮
渡南港码头栈桥养护维修施工影响，13 日 1 时至
15日 13时间，粤海铁路轮渡南港、北港开行的航
班只在汽车甲板装运车辆，超重（55 吨）、超高
（4.5 米）、超低（底盘低于 30 厘米）、超长（20
米及以上）、 车轴轮距超 9 米等不符合汽车甲板
装载的车辆将不能承运。

因码头栈桥养护维修给过海司机带来诸多不
便，粤海铁方面表示歉意。 司机若有疑问，可拨打
南 港 （0898—31686888） 和 北 港（0759—
6530999）电话咨询。

另悉，受此影响，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输方
案也作相应调整。

超重超高超低超长车
粤海铁南北港不承运

6月 13日 1时至 15日 13时

淘宝大学海口开讲“第一课”

海南淘宝店主
苦学大卖秘技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
刘博宇) 听了 4天的课，让三亚淘宝店主肖朝辉的
网店，日常页面浏览数量一夜之间提高了 1.5倍！ 6
月 9日至 12日， 海南省淘宝大学第一期精英班电
子商务课程培训开班授课， 近 40名省内中小电商
人士齐聚海口海垦国际金融中心，参加为期 4天课
程培训，这也是淘宝大学进驻我省后的首次开讲。

精英电子商务培训班专门针对我省部分中小
电商及企业卖家进行培训， 为有一定基础的电子
商务从业人员讲授推广基础、免费搜索优化、如何
有效运用直通车打造爆款、 快速提升单口销量等
课程， 切实提高了参与培训的我省网络中小卖家
实际运营操作能力。

今后，海南省淘宝大学还将常年举办电子商务
人才培训班，逐步缓解我省电子商务人才缺乏矛盾，
带动我省传统产业、特别是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信银行真情服务小微企业

贷款审批 3分钟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