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饶思锐 美编：王凤龙A08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时
事
图
说

来论

椰岛早茶

担当实干表率 凝聚拼搏实力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系列谈③ 青年返乡创业需鼓励

暑期报班需谨慎

为一切见义勇为之举点赞

观察

■■■■■ ■■■■■ ■■■■■

■ 本报评论员 饶思锐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真抓才
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新时代，海南要高举改革开放旗
帜，创新思路、凝聚力量、突出特色、增
创优势，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但这光喊是喊不出来
的，关键靠做、靠干，事业一定是靠干
出来的。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无比珍
惜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海南的新的重
大使命和历史机遇，在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做担当实干的表率，以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的新气象、新作为，努力创造
新业绩、形成新标杆。

党员干部要做好担当实干的表
率，就要干字当头，尽职尽责抓好工作
的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决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是要
像雕刻石像一般，在正确思想引领下，
用千锤万凿的实干“雕刻”出来。省委
七届四次全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
精神已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广大党员
要对标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动范例的重大使命，进一步转变作
风，提高执行力、创造力，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心无旁骛干好工作，不折不扣
抓好落实，做好新时代的“刻刀”；各级
领导干部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一级
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层层压
实责任，当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促进
派、实干家，带动全省上下形成勇挑时
代重担、狠抓贯彻落实、齐心拼搏奋斗
的强大合力。

党员干部要做好担当实干的表
率，还要脚踏实地，稳打稳扎，一步一
个脚印。实干是要干事实在，不能空
喊口号、纸上谈兵，表态多调门高、行
动少落实差，热衷于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会议落实会议，看起来忙忙碌碌，实
际上是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应付上
级，也不能等待观望、无所作为，而是

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
个自信”，主动对号入座认领任务，主
动思考谋划、调查研究，主动攻坚克
难、推动落实，以积极进取赢得未来；
实干还要干实在事，在定政策、作部
署、抓落实上，不能不切实际、头脑发
热，更不能好大喜功、急躁冒进、急功
近利，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搞成瞎干
蛮干、顾此失彼，而是要做到脚踏实
地、谋定而动、善作善成，压茬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稳扎稳打实现既定目标。

让党员干部做好担当实干的表
率，需要我们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者
鼓劲。让党员干部做好担当实干的表
率，就要积极培育崇尚实干的环境，在
干的过程中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者

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坚决杜绝
“干得多的被挑刺，不干事者说风凉
话”等不正之风，从而激发广大党员干
部坚定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的
决心，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
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以昂
扬的精神状态狠抓落实、攻坚克难，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务实
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
新的战略定位，铆足干劲，为海南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追赶先进发达地区、实
现跨越发展而拼搏实干，一任接着一任
干，用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向党中央、
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交一份优异的答卷！

近日澄迈县返乡创业大学生相聚一堂，交流
创业心得，并与政府、银行等部门的负责人面对面
商讨应对创业困难的办法。近年来，澄迈县通过
出台政策、搭建交流平台等手段鼓励广大青年学
生返乡创业，截至目前，全县共有2700 余名青年
人才返乡创新创业。

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大
学生返乡创业逐渐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大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开
阔的视野，并富有激情，同时也需要广阔的平台来
实现自我的价值。大学生返乡创业，不仅能很好
地解决自身就业问题，也能在基层的实践中施展
才华、检验所学、锤炼自我，同时还能助力发展乡
村产业，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

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乡村建设
的中坚力量，广大青年学生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积
极助力乡村振兴。当然，大学生返乡创业，理想虽

“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还需要政府部门、企业
孵化组织、金融机构等各方助力，在政策上、资金
上、技术上等给予必要的支持，为其营造良好的返
乡创业环境。 （陈冬丽）

经过半个月的辛勤灌溉，山东德州的严明丽
在手机游戏里种植的芒果成熟了。3天后，严明丽
收到了贴有多多果园红标签的快递盒，6枚来自大
凉山会理县的芒果青中泛红，散发着香气。关联
虚拟与现实的，是拼多多APP中的购物游戏多多
果园，在这里用户每种植成熟一棵果树，就会收到
拼多多从产地采购的一箱水果。

游戏多多果园的出现不仅吸引了大众眼球，
活跃了用户，扩大了影响力，给用户带来了新体
验，也为农户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增加了果农的
收入。一方面，用户可以在游戏中偷水种树、愉快
购物，最后收获果实，体验游戏和现实中的双重收
获感；另一方面，用户在玩游戏的同时也在助力农
业发展、农民增收，有利于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类似于多多果园这样直接对接用户与果农
的，还有今日头条上的广西“巧妇九妹”等直播平
台。这些将农户与用户直接相连的电商销售模
式，既拓宽了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也大量减少农副产品的中间流通环节，压缩
分级经销的利润空间，成功惠及了用户、农户与企
业。同时，这种多方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
也为产业扶贫、产业供应链优化升级提供了积极
的借鉴意义，值得大力推广。 （钟春妮）

电商助农共享多多“果实”

据媒体报道，史女士花7800元
为孩子报“蒙眼识字”培训班，没想
到是教孩子斜眼偷看！日前，浙江
省宁波市慈溪法院审理了这起诈骗
案，被告人王某因此被判有期徒刑
9个月，缓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犯罪所用纸卡、眼罩、扑克牌
等物品予以没收。

“蒙眼识字”闻所未闻，“诡异
神通”还能教学，家长居然还信以
为真。骗子虽然可恨，但家长也应
反思：骗子的把戏，稍有常识就知
道不可能；即便真有这种技能，学

来也无啥用，为何还要盲目让孩子
去学？当前，培训市场鱼龙混杂，
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家长为孩子报
班时应多留心眼，仔细甄别，莫被

“奇迹”蛊惑，蒙蔽双眼，作出错误
抉择，不仅浪费钱财，还误了孩
子。这正是：

蒙眼识字小把戏，
骗得家长连称奇。
掏出腰包交学费，
上当受骗长一智。

（图/陶小莫 文/饶思锐）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瞄准城市，
还要兼顾农村。近年来，美丽乡村的
建设、乡村游的发展、扶贫的推进等，
给农村环境带来了很大变化。总的来
看，农村的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较为完善，但与生活、环保相关的基础
设施建设还需加强。 （侬滴文昌麦）

绿色高效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
的趋势。当前，国内不少自贸区已开
始建设集中供冷设施。海南气候炎
热，且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较长，采取区
域集中供冷能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同
时也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
境。建议海口、三亚将集中供冷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来。（思随流水）

基础设施建设是海南长远发展的
基础，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打基
础的基础，建议在学校等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上进一步投入资金，通过超前
规划、超前建设，在解决学位紧缺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海南的教育水平，从而
使海南高水平教育成为一种品牌。如
此，既可利用“孟母三迁”的效应吸引
人才进入，也可以为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 （桂桂）

（饶 辑）

微言微语话自贸

■ 侯小健

日前，乘客艾先生从海口汽车西
站乘坐2路公交车前往滨贸路口，上
车后发现手机被盗。艾先生手机被
偷这一幕没能逃过公交司机张敏的

“法眼”，于是他便和艾先生冲下车，
直奔还坐在公交站台的嫌疑男子，夺
回了被盗的手机。为此，艾先生特地
致电12345表扬好司机张敏。

社会需要正义和勇气。张敏帮
乘客追回被盗手机，表面上看似事不
大、不值得一提，其实不然。张敏的
行为是见义勇为，弘扬了正气，释放
了正能量，值得褒奖。张敏心中装着
乘客，在乘客财产遭受损失时，他不
当旁观者，而是勇敢站出来，主动帮
乘客追回被盗手机。显然，没有强烈
的正义感，就不会有路见不平一声吼
的侠义之举。张敏心怀正义，以实际
行动弘扬了传统美德，践行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了正气歌，传递
了社会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

敏见义勇为精神可嘉，为我们作了表
率，树了榜样，值得点赞。

古人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见
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
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的
重要内容。不管是武侠小说中“路见不
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情怀，还是现实中

“一个好汉三个帮”的互助精神，都足以
说明见义勇为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
中。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威
胁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热闹，而应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尽己所能，助人一
臂之力，帮他人化险为夷。

社会文明建设是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见义勇为则是社
会文明的应有之义。倡导见义勇为精
神，需要用传统美德滋养人心，营造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培育公
众的责任担当意识。我们相信，只有
见义勇为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社会
共识，才会少一些类似于落水看热闹、
怂恿跳楼的见死不救的旁观者，多一
些舍己为人、匡扶正义的英雄。也只
有见义勇为的精神成为时代新风尚，
人人唱响正气歌，传播正能量，才能让
友善滋润社会，让正气充盈人间。

广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合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含人民法
院裁判文书中确定的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义务（含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
保税物流
有限公司

文昌阿何
食品工业
园有限公
司

海南鲤河
海洋食品
工业有限
公司

省分行
营业部

省分行
营业部

省分行
营业部

省分行
营业部

省分行
营业部

省分行
营业部

省分行
营业部

文昌市
支行

琼海市
支行

46999901-2014年海
口（金）字第 0016 号

《开证保证金协议》

46999901-2014年海
口（金）字第 0022 号

《开证保证金协议》

46999901-2014年海
口（金）字第 0020 号

《开证保证金协议》

46999901-2014年海
口（金）字第 0024 号

《开证保证金协议》

YH-
14600AB140002601
号《进口押汇合同》

YH-
14600AB140002602
号《进口押汇合同》

46999901-2014年海
口（金）字第 0021 号

《开证保证金协议》

46000501- 2012 年
(文昌)字0023号

46000201- 2009 年
(琼海)字0013号

3,681,892.16

5,578,848.00

2,258,305.00

5,251,904.00

1,759,872.96

2,639,809.44

743,280.00

29,485,100.00

14,285,000.00

1,116,298.89

1,682,354.93

569,339.15

1,369,111.85

463,890.91

695,836.33

193,761.00

9,248,968.77

4,237,122.93

4,798,191.05

7,261,202.93

2,827,644.15

6,621,015.85

2,223,763.87

3,335,645.77

937,041.00

38,734,068.77

18,522,122.93

大印集团有限公司、
王彩叶

文昌阿何食品工业
园有限公司、何泓、
张凤伟、陈凤英、海
南阿何食品有限公
司

海南鲤河海洋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林荣鑫、林宁、曾林
海、冯莺莺、黄杏秋

46999901- 2014 年 海
口（保）字0005号、
46999901- 2014 年 海
口（保）字0006号

46000501- 2012 年 文
昌 ( 抵) 字 0006 号 、
46000501- 2012 年 文
昌(保)字 0004、0005、
0006号

46000201- 2009 年 琼
海(保)字0011号/0012
号/0013 号/0014 号/
0015号；
46000201- 2009 年 琼
海(抵)字0004号/0005
号/0006号

为 美 元 垫 款
580776.73 美元，
折 合 人 民 币
3681892.16 元 ；
累 计 欠 息
176083.49 元 美
元，折合人民币
1116298.89元。

为 美 元 垫 款
880000 美元，折
合 人 民 币
5578848；累计欠
息 265372.41 元
美元，折合人民
币1682354.93元

为 美 元 逾 期 押
汇 277600 美元，
折 合 人 民 币
1759872.96 元 ；
累 计 欠 息
73173.53 元 美
元，折合人民币
463890.91元。

为 美 元 逾 期 押
汇 416400 美元，
折 合 人 民 币
2639809.44 元 ；
累 计 欠 息
109760.29 元 美
元，折合人民币
695836.33元

序
号

债务人
名称 贷款行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利息 合计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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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鲤河
海洋食品
工业有限
公司

海南圣大
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
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
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
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
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
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五指山江
山林业开
发有限公
司

五指山江
山林业开
发有限公
司

海南临高
龙津糖业
有限公司

琼海市
支行

屯昌县
支行

屯昌县
支行

屯昌县
支行

屯昌县
支行

屯昌县
支行

屯昌县
支行

五指山
支行

五指山
支行

临高县
支行

46000201- 2013 年
(琼海)字0004号
46000201- 2014 年
(展)字0001号

46002601- 2011 年
（屯昌）字0007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昌）字0001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昌)字0005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昌)字0007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昌)字0008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昌)字0010号

46000101- 2007 年
( 五 指) 字 5550 号
（2007460001001000
4）/46000101- 2012
年（展）字0001号
46000101- 2008 年
( 五 指) 字 0017 号/
46000101- 2012 年
（展）字0001号

46002801- 2015 年
(临高)字0009号

45,000,000.00

172,510,888.73

35,000,000.00

6,700,000.00

16,300,000.00

10,000,000.00

45,000,000.00

11,000,000.00

2,810,000.00

13,000,000.00

15,798,597.73

35,161,518.21

7,073,677.42

1,357,803.37

3,303,312.54

2,026,572.11

9,431,556.33

5,928,560.22

1,998,079.55

1,563,414.98

60,798,597.73

207,672,406.94

42,073,677.42

8,057,803.37

19,603,312.54

12,026,572.11

54,431,556.33

16,928,560.22

4,808,079.55

14,563,414.98

海南鲤河海洋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林荣鑫、林宁、曾林
海、冯莺莺、黄杏秋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
限公司、中鸿联合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中
鸿联合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中商财富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中商
财富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马圣和配偶陶果
妹、陶业体和配偶陈
三妹、乐昌市圣大木
业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马圣和配
偶陶果妹、陶业体和
配偶陈三妹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马圣和配
偶陶果妹、陶业体和
配偶陈三妹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马圣和配
偶陶果妹、陶业体和
配偶陈三妹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马圣和配
偶陶果妹、陶业体和
配偶陈三妹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马圣和配
偶陶果妹、陶业体和
配偶陈三妹

五指山江山林业开
发有限公司、李美
红、陈东文、陈才雄、
陈辉

五指山江山林业开
发有限公司、李美
红、陈才雄、陈辉

海南临高龙津糖业
有限公司、陈韧及配
偶黄海花

46000201- 2013 年 琼
海(保)字0003号/0004
号/0005号；
46000201- 2013 年 琼
海(抵)字0004号/0005
号；
46000201- 2014 年 琼
海(质)字0003号

46002601- 2011 年 屯
昌（保）字 0001 号/
0002/0003/0004；
46002601- 2011 年 屯
昌（抵）字 0001 号/
0002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质）字0005号

46002601-2014年屯昌
（保）字0007/0008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抵）字 0002 号/
0003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保）字0009/0011；
46002601- 2013 年 屯
昌（抵）字0007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保）字0012/0013；
46002601- 2013 年 屯
昌（抵）字0008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保）字0014/0015；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抵）字0004号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保）字0016/0017；
46002601- 2014 年 屯
昌（抵）字 0007 号/
0008号

D20074600010010004
、46000101- 2012（五
指）保字0001、0002号

46000101- 2008 五 指
（抵）字 0013、0014 号
46000101- 2012（ 五
指）保字0001、0002号
46002801- 2015 临 高
（ 保 ）字 0001 号 、
46002801- 2012 年 临
高（抵）字0002号

序
号

债务人
名称 贷款行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利息 合计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18年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资产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