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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儋州木棠镇高棠村委会吴宅村
的地下水自 2009 年开始无法饮
用，距离村 200 米处的海南蓝岛
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水泥厂）
自 2006 年开始排污水，导致村的
地下水被污染，排污泥污染农田
无法耕种，同时产生噪音和粉尘
污染。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时
候投诉过，当时打了一口井但是
水质不合格。
2.木棠镇高棠村委会吴宅村附近
的木棠大道路段未进行硬化，车辆
通行速度较快，产生较大的扬尘，
且路边堆积了垃圾。

琼海市博鳌镇的“海天盛宴”项目
未批先建，2016年，经琼海市农林
局批准，项目方将项目内的沿海防
护林全部砍伐，该项目86.1亩用地
中 84.9 亩位于一类生态红线内，
33.1亩位于沿海防护林带区域，离
海岸线仅 60 米，位于国家明令禁
止的 200 米海岸线红线范围内。
目前项目不但没有停工，仍在紧张
施工中。

万宁泰润实业有限公司未办理环
保竣工验收，擅自改扩建生产线进
行生产，生产产生的扬尘、噪声影
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

万宁市和乐镇联丰村委会新龙村
有人在附近小海里养生蚝约 5 年
之久，面积多达几十亩，臭味熏天，
污水污染海洋环境，小海鱼类减
少，严重影响村民生活。

澄迈县福山镇吴池村澄迈和能烧
结建材有限公司从 2010年至今非
法开挖吴池村和宁岭耕地 120亩，
生产红黏土实心砖（红砖）。

昌江 705县道西 50米海钢尾矿库
上面有选矿厂，已有6-7年的时间，
通过暗管抽叉河内的水作为生产所
需用水，每天要使用五六千立方的
水，废水未处理直排尾矿库，渗透到
叉河中，污染河水。2017年环保督
察到来时停工，在督察组走后继续
工作，今年也是在督察组来时已停
工，等督察组到走后会继续复工。

保亭什玲镇八村沿路有许多小型
水电设施和拦河坝，影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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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14日上午9：00，儋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市自规局、水务局、木棠镇政府、儋州工业园管委会、市城投公司等部门到达现场联合执法，核实该群
众信访案件，情况如下：
（一）海南蓝岛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蓝岛水泥厂）有营业执照，环评批复、环保竣工验收批复、排污许可证等相关环保手续。
（二）海南蓝岛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蓝岛水泥厂）一是自建有生活污水处理站，最大处理量50m3/d，实际处理量32m3/d，总池子容积为：80m3，经处
理后的生活污水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的“城市绿化”水质标准，回用于绿化灌溉用水，无生活污水向厂区外
排放现象。二是为增加搅拌站废水利用比率，建有一个容积1200立方米池子用于混凝土废料回收，及两个容积300立方米水池，用于废水存放、沉
淀，确保搅拌站废水全部回收利用。三是生产线全部为循环冷却用水，分别建有两个50立方米的冷却水蓄水池，冷却水循环利用率为95%，5%自然
消耗，均无废水向外排放。
（三）海南蓝岛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蓝岛水泥厂）和高堂村委会吴宅村均在木棠工业园区内，木棠工业园区土地为国有建设用地，蓝岛水泥厂距离
高堂村委会吴宅村约200米左右，吴宅村村民在木棠工业园区国有建设用地上私自种植几亩甘蔗，现场未发现有农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核对儋
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图和儋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年)，规划和现状均为建设用地。
（四）儋州市环境监测站对海南蓝岛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蓝岛水泥厂）的无组织颗粒物、有组织废气、厂界噪声进行采样监测，还对高棠村委会吴
宅村村井水、吴宅村村民吴益忠和吴定养的自挖井、农田灌溉水、农田土壤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海南蓝岛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无组织颗
粒物、有组织废气、厂界噪声未超标；吴宅村村井水、村民吴益忠和吴定养的自挖井水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中的Ⅲ类标准，
农田灌溉水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T14848－2017）》表1水作标准，土壤中除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水田标准外，其它指标均达标。土壤中镍的超标对土壤的生态环境影响风险低。
（五）儋州市疾控中心对高棠村委会吴宅村饮用水进行了监测，约10天出监测报告。
（六）木棠大道于2015年12月开工建设，全长2180.26米，宽度42米，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因资金及征地拆迁等问题暂缓施工，2018年木棠大
道分阶段复工，第一阶段9月（薛乐村段）260米，第二阶段12月（吴宅村段）920米，2019年4月因资金问题再次暂缓施工，目前已完成（薛乐村段）260
米及1000米的排水及沥青底层铺设。由于日常保洁不到位，木棠大道道路两旁有建设垃圾（石头）及少量生活垃圾堆放。
（七）市政府已将木棠工业园区安全饮用水工程列入2018年计划，并于2018年初开展《儋州市2018年贫困村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木棠水厂管网
延伸工程（高堂、谭乐村委会）》的前期工作。
群众举报情况属实。

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市住建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前往海天盛宴项目现场对砍伐海防林和现场施工的情况进行调查。该项目权属用地面
积为57421平方米，根据2016年修测后的海岸线，项目权属用地在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内的面积为55492.11平方米。根据2018年12月1日省政府
批准实施的《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在海防林内的面积为27412.15平方米，其中24824.16平方米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区。项目权属
用地57421平方米中的21312平方米为项目规划用地，项目规划用地在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内的面积为19391.63平方米。根据2018年12月1日省
政府批准实施的《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项目规划用地均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和海防林内。经调查组现场调查并后续复查，该项目均
处于停工状态，没有发现该项目紧张施工进行建设的现象。该举报件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核实情况：2019年8月14日，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联合对万宁泰润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查处理。
（一）环保验收情况：2019年5月，该公司委托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对万宁泰润加气混凝土砌块及蒸压灰砂砖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监测，编制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2019年6月12日，该项目自主验收材料上传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进行公开、公示至2019
年7月12日。现该公司已将项目环保自主验收相关材料报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存档。举报件提出的“未办理环保竣工验收”不属实。
（二）改扩建生产线情况：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未发生重大变动，主要生产线仍然
为2条，分别为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蒸压灰砂砖生产线，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未改变。但由于停产、机械设备闲置时间过长，以及产
业技术提升、产业政策有新的要求等原因，该项目2019年4月恢复生产前主要变动内容为：1、蒸汽锅炉：淘汰原来额定蒸发量为4t/h的燃煤锅炉，重新
购置安装额定蒸发量为6t/h的生物质燃气锅炉，现状燃料为生物质成型燃料；2、原料制备：淘汰原来的球磨机，更换新型球磨机2台；3、切割环节：淘
汰老旧切割机，更换新型加气混凝土砌块切割机 2台；4、蒸压蒸养环节：蒸压釜现状为 5条，比原设计增加了 1条（直径 2×31m，生产能力 130m3/天.
条）；5、分拣环节：灰砂砖成品分拣环节由原来的人工分拣工艺改为机械自动分拣工艺，增加了6台自动分拣机械手。举报件提出的“擅自改扩建生产
线进行生产”部分属实。
（三）扬尘、噪声污染情况：该厂处于半停产整改状态，生产负荷率较低，现阶段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不能代表该厂正常生产时的污染物排放浓度、
排放量，因此，万宁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未对该厂扬尘、噪声排放情况进行采样监测。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公司下达停产整治通知书，待该厂整改
完成后，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将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对该厂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采样监测。
二、存在的主要情况问题
1.该公司2019年4月恢复生产前改变了锅炉类型（蒸发量和燃料），更换了部分生产环节机械设备，增加了1条蒸压釜和6台机械手，产生了不符合经
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该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组织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报原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
2、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7月25日对该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万环责改[2019]29号），要求的加高锅炉烟囱至35米、安装废气在线监测设
施、加强扬尘和噪声控制等整改措施该公司尚未完成。

1、在和乐镇联丰村委会新龙村附近小海养殖生蚝共3家养殖户，分别为林铭杰、吕先保、许琼乐。据其本人口述，林铭杰养殖生蚝量为2万只左右，吕
先保养殖生蚝量为2万只左右，许琼乐养殖生蚝量为两万五千只左右。3家养殖户均在2013年与新龙村租赁该片海域用于养殖生蚝，但未与村委会
签订承包合同，其中林铭杰租赁约15亩，吕先保租赁约13亩，许琼乐租赁约12亩合计约40亩。具体面积待委托有资质的测量单位测量后确定。
2、在养殖生蚝海域岸边，堆积有大量的生蚝和其他贝类的外壳，现场散发出轻微的海鲜腐烂的味道，在生蚝养殖海面上，目测存在养殖生蚝的木桩露
出海面，海水轻微发黑发臭。小海鱼类的增减受气候、气流、温度、海洋污染等多方面影响，目前小海鱼类是否减少难以确认。

一是和能公司依法完善了使用林地、临时用地、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三证合一）、项目备案、建设项目选址、节能审查、项目环评及
竣工验收、排污许可等审批手续。二是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和能公司进行套图核实，该矿区面积59.88亩，现状中林地55.26亩，建设用地4.62
亩，属于正常开采，未超出采矿许可范围，且采矿许可范围外未发现违法开采行为。三是和能公司所生产产品为页岩（非黏土）烧结砖，2018年9月10
日，经市监部门（原质监部门）对该产品进行检验，均为合格。

一是该公司生产用水主要是通过管道抽取石碌河水，每天约200吨，目前该公司已委托第三方公司正在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取水许可证审批
前期工作正在开展当中，信访举报取水问题属实。
二是该公司处于生产正常状态，建有1条废石加工生产线，日加工废石量500吨，其中日产碎石350吨，铁矿石50吨，废砂100吨，现有2个沉淀池、1辆
洒水车等环保治理设施，设施均正常使用，项目于2013年投入运营。信访举报已有6-7年的时间问题属实。
三是经现场检查该公司建设了生产废水沉淀池，并已对沉淀池进行了铺膜防渗，生产废水经收集沉淀后全部回用于生产，无生产废水外排。信访举
报问题不属实。
四是调取海南电网公司昌江供电局出具的该公司2017年及2019年督察进驻期间，电费结算复核单表明，该公司一直处于正常用电生产。信访举报
2017年环保督察到来时停工，在督察组走后继续工作，今年也是在督察组来时已停工，等督察组到走后会继续复工问题不属实。
五是现场检查发现原料堆点未进行全部覆盖，产生扬尘污染环境。

经调查，我县什玲镇八村沿路4个水电站均有各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审批手续，毛定水电站、南门水电站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石带河水电站、
水贤石带水电站完成环保自主验收，且石带河水电站、水贤石带水电站于2019年1月被水利部列为绿色小水电站，由此可见4个水电站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我县对4个水电站周边进行巡查，未发现水电站周边存在其他生态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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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木棠镇政府加强高棠村委会吴宅村村民和蓝岛水泥厂思想教育工作，处理和协调企业和村民的关系。
（二）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要求海南蓝岛环保产业有限股份公司（蓝岛水泥厂）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工作，防止污染
物“跑、冒、滴、漏”，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市水务局督促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加快木棠镇吴宅村村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工作，尽快解决村民饮水安全的
问题。
（四）儋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尽快落实木棠大道资金问题，争取早日复工。
（五）儋州工业园管委会加强木棠大道保洁和洒水降尘等工作。

琼海市高度重视，于2019年4月2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对该项目海防林范围内的所有违法建筑物已采
取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全部拆除凉亭及硬板化地面和亭前道路，并对拆除后的区域进行复绿和种植椰子树；二是按省政
府有关海防林建设和保护的规定，破拆改窄通海道路，仅保留约2米通行路面，以满足国家海洋观察站的工作需要，并
对破拆后的地方进行铺植草皮绿化;三是全部拆除交通道路向海一侧停车场的硬板化停车位，并对拆除后的区域补种
高山榕等适应树种并铺植草皮绿化;四是增加海防林的种植密度，补种抗风性强的树种，并对新种植的树木加强管理，
确保造林存活率达到海防林相关要求。海防林景观化改造存在问题整改行动共计拆除凉亭2座，破拆清理凉亭基础地
面、硬板化停车位、路面、硬质铺装地面等约560平方米，铺植草皮约600平方米，补种椰子树、银海枣等棕榈科植物280
株，大叶榕70株，木麻黄2500株，重阳36株等，达到了海防林建设技术规范和生态功能的要求。2019年7月2日，海天
盛宴项目沿海防护林景观改造造林绿化任务完成情况已通过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验收。
市规划、房管部门均于2018年1月4日发文责令项目即刻停止建设，房地产项目停止宣传和销售，要求项目开发商组织
建筑工人安全撤离项目施工现场，对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对该项目加强动态监控。原市房管部门未对项目给
予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商品房现售备案。原市规划部门联合原市城建监察大队在下发停工通知后不间断地对
该项目进行巡查，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该项目在施工。鉴于海天盛宴项目为中央环保督察列入重点督办的案件，为落
实省政府关于环保督查整改工作要求及加强后期监管，在机构改革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5月10日发通知
再次要求项目开发商不得继续施工建设（包括对项目规划用地内的绿化改造）、不得违规销售房产。自2018年1月4日
下发停止建设和销售的通知以来，有关部门加强巡查监管，未发现该项目违规施工和违规销售房产行为。

1.责成该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报万宁
市生态环境局、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备案，并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的相
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后方可生产。
2.责令该公司全面停止生产，对锅炉烟囱加高到不低于35米，按国家规范要求建设烟囱废气在线监控设施，加强扬尘、
噪声污染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3.整改完成后，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将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对该厂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采样监测，合格后
方能生产，若不符合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将依法严肃处理。

1.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区域海水进行抽样检测，具体水质情况待相关部门检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2.由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测量单位对该片区域生蚝养殖场面积进行测量。
3.立行立改，组织人员立即清理该片海域岸边残留的生蚝壳及其他贝类等垃圾，并用挖掘机翻新土平整清理后的岸边，
去除因生蚝壳及其它贝类垃圾造成的异味。
4.设置告示牌，禁止在该地遗留或倾倒生蚝壳及其它垃圾。
5.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加快办理在该区域已立案查处1家业主林铭杰生蚝养殖个体户的案件，尽快做出处罚决定，责
令养殖户立即退出生蚝养殖并恢复海域原状。逾期不办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6.对另外2家生蚝养殖户吕先保、许琼乐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停止违法占用海域的行为，限其30天
内退出生蚝养殖并恢复海域原状，逾期不办上报市政府，联合相关部门强制拆除。
7.加强网格化管理，加大网格巡查力度，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确保全天侯定点不定时巡查，确保该区域岸滩的环境清洁。

（一）要求和能砖厂规范生产，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进行开采，严禁越界开采。
（二）目前和能砖厂已明确将规范生产，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进行开采。

一是县水务局加强监督，对昌江源鑫矿业有限公司取水许可证的审核。
二是督促昌江源鑫矿业有限公司加强对有关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确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加强生产经营规
范管理。
三是我局针对该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环境违法行为，2019年8月15日县生态环境局向该公司下达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昌环改决字﹝2019﹞19号），要求该公司立即改正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环境违法
行为。

我县将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加强对水电站的管理，严格控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维护我县的碧水蓝天。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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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序号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借款人
海口有桥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祥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儋州新大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德孚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中银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信和租赁有限公司
海口东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临高角度假村
临高民政局
临高自来水公司
卢滨
何建林
符传海
连魁武
吴海琼
羊爱珍
李芳婷

28,222,997.37

账面本金
4,800,000.00
1,770,000.00
1,520,000.00
1,499,997.98
1,027,050.00
800,000.00
210,000.00
160,000.00
474,160.53
38,743.85
1,940,000.00
1,900,000.00
1,900,000.00
1,900,000.00
1,800,000.00
1,474,795.91
1,000,000.00

起止日
98-12-15~99-9-15
97-3-5~97-9-5
97-4-6~97-10-6
98-11-24~99-5-24
01-4-2~02-4-2
96-2-5~96-8-5
94-8-5~95-2-5
99-1-4~01-11-14
99-12-15~00-12-15
00-6-2~01-1-2
97-3-14~97-9-14
97-3-14~97-9-14
97-4-6~97-10-6
97-5-2~97-11-2
97-3-14~97-9-14
97-5-2~97-11-2
97-4-29~97-10-29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借款人
台剑锋
陈璐
马安国
连魁文
黄云珍
符波
曾运清
陈建华
王新足
王伟鹏
吴海胜
蒙丽华
傅书华
路凯
符建
李杰成
王葆生

账面本金
910,000.00
600,000.00
550,000.00
400,000.00
315,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40,876.70
1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58,000.00
43,000.00
40,000.00
11,372.40

起止日
97-3-4~97-9-4
97-3-14~97-9-14
99-5-4~99-7-4
97-5-8~97-11-8
98-8-18~98-9-18
96-1-30~96-7-30
96-2-8~96-8-8
98-12-23~99-6-23
97-4-10~97-10-9
97-4-9~97-10-9
98-9-22~99-3-22
99-9-7~00-9-7
99-9-10~00-9-10
99-8-16~00-8-16
98-9-22~99-2-22
98-10-6~99-4-6
98-10-23~99-4-23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通过公开竞拍

的方式，依法取得临高金牌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金牌城信
社”）本公告清单（附表）所列债权及位于临高县城镇长堤东路两
处房产（产权编号：临房字第001932号，临房字第001933号）。

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已于2014
年8月28日、2016年8月22日刊登催收公告，现再次公告要求本
公告清单（附表）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海口悦立达贸

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13876336899

单位名称：临高县金牌城市信用合作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0911期）（2018）琼9003执恢159 号之一
受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

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中兴花园
住宅E1-E2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儋国用字第00684号〕，
土地面积：256m2，参考价：110万 元，竞买保证金：11万元。现将第
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9月11日下午
15：00时；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 2018 年9月10日 17:00时截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 2019年9月10 日17:00时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
单位名称：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银行账号：1010888390002447；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8）琼9003执恢159号之一，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
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整体拍卖；（2）过户
的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拍卖机构：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联
系电话：66825575 13876355557马先生；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
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流园（二期）A区11层B1101、
1102号；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23886359。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5号之二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

11月27日作出的(2018)海仲字第768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
于2019年1月7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信联盛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执行人李柏海、卢亚銮、海南佳顺机动车驾驶培训有
限公司、海南七州洋新型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典当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南信联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卢亚銮名下位于
海口市机场路边防站院内 A 座 703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31137)。 因被执行人李柏海、卢亚銮、海南佳顺机动车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海南七州洋新型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
人对上述房产所有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
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
所有权。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资规〔2019〕7335号
许振兴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大致坡镇琼东北街75号(原37号)，北至符永南用地，东至琼
东北街，南至欧叶玲用地，西至巷道，土地面积210.04平方米。经

调查，该持有的琼山国用(大致坡)字第009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已在2019年3月9日海南日报A11版登报遗失声明，现通告注销，
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
起十五天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补发上
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22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联系人:陈中 电话: 0898-65796639）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

为持续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持续推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
及工作，提高社会公众防范风险和正确
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交通银行海南省
分行于近日积极开展“支付安全与防范
电信网络新型欺诈宣传周”活动。

据了解，活动启动以来，该行坚持抓
好“四个结合”：即坚持网点阵地宣传和
户外宣传相结合；坚持点面相结合；坚持
公益性宣传和业务性宣传相结合；坚持
线上宣传和线下宣传相结合。该行辖属
基层网点员工，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并在

宣传活动中注重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维
护金融工作者的品牌形象，展现了交行
员工良好的服务精神面貌和风采。这次
活动中，党员和共青团员职工表现尤其
突出，他们争当宣讲员，争做活动使者，
为广大员工树立了良好的职业榜样。

客户陈先生这样认为：“交行的员工
在我等待办理业务的时间，向我讲解了
支付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知识，引导像我
这样的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意识，加强
自身识别电信诈骗的能力，有效提高了
我对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认识和防

范能力，这样很好。”
此次活动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官

方微信、传统媒体等多种渠道广做宣传，
提升了活动受众面和影响力。通过各渠
道的大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
大群众的金融素养，使消费者对支付安

全与防范电信网络新型欺诈手段有了更
多的了解，增强了广大消费者风险防范
意识和能力。据悉，该行下一步将广泛
了解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知识的需求，自
主开展适合的金融教育，进一步推动消
费者金融普及工作的常规化、规范化。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开展支付安全与防范电信网络新型欺诈宣传周活动

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