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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王玉洁

2月13日10时许，鹿城的阴天，
没带走来自湖北武汉游客胡霞心里的
暖意。一大早，胡霞就开始忙着收拾
行李，全家的日常衣物以及海南爱心
企业赠送的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
当当。

当天下午，112名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影响而滞留三亚的湖北旅
客，一同乘坐包机返回武汉，胡霞就是
其中一员。

踏上归途，胡霞的内心满是激动
和感动。“我和家人欠他们一次握手、
一个拥抱，明年冬天我们还会再来！”

回忆在三亚度过不平常的24天，胡霞
说自己有道不完的感谢。

“疫情当前，提前2个月计划的旅
行变成酒店隔离观察，起初家里的两
位老人还不理解。”胡霞说，社区、酒店
的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安抚老人，还
特意提供了湖北口味的辣酱，“让我们
感受到了家般的温暖。”

这112名旅客面对采访，说得最

多的、感触最深的就是海南与湖北两
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温情。

35岁的李玲（化名）一家1月17
日从武汉来到三亚，当得知武汉封城
的消息后，“我们还带着1岁半的宝
宝，真担心会露宿街头。”“后来三亚市
有关部门主动联系上我们，并进行体
温监测，安排我们到三亚指定以优惠
价格提供给湖北旅客入住的酒店。”李

玲说，虽在异乡却备感温暖。
“要回家了，三亚真的很‘暖’！”

安检前，武汉旅客陈先生给朋友发了
信息。让他想不到的是，三亚还为每
位旅客送上了暖心的“三亚礼包”，包
括爱心企业捐赠的防疫用品，以及伴
手礼，还有三亚亚沙会吉祥物。

为让湖北旅客们顺利返乡，三亚
凤凰机场提前对航站楼、摆渡车进行

全面消毒防护。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地
面工作人员则一早就到酒店现场办理
票务，并在机场开通了两个专用值机
柜台，开辟特殊保障绿色通道。

“鄂琼一家亲，天涯尚为邻，樱花
盛开时，江城满地春。”印在“三亚礼
包”上的话语让陈先生动容，“在三亚，
我度过了最难忘的春节，感谢三亚！”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

回家！112名滞留三亚的湖北旅客乘包机返乡

三亚的“温度”，暖了他们的心

■ 本报记者 马珂

温暖的春风抚慰着海南。最近人
们常说：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第一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3个月
大的海南年龄最小确诊患者治愈出
院、5位确诊患者一起治愈出院……2
月13日下午，三亚又有3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出院，其中两人是母子。

截至2月13日16时，我省新冠肺
炎患者出院人数已达30人。每一个
数字代表一个家庭，预示着一份即将
到来的团圆。

“海南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1月29日17时许，在医护人员陪
同下，一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缓
缓走出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感染科隔离区，这是海南确诊
病例患者中首例治愈出院患者。

“感谢三亚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

没有他们的辛劳，我不会这么快出
院。海南人民善良、勇敢、胸怀宽广，
我在海南感受到了温暖。”该患者说。

2月6日下午，海南省人民医院第
一批治愈的2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
院了，两人均来自湖北。“感谢海南给
了我们第二次生命！”简单的话，由衷
地道出多日来的感恩。

出院患者陈先生说，确诊时他几
乎绝望，但到了医院，症状很快就有了
减轻。“是海南的医护人员点燃了我的
希望。”陈先生说。

出院患者管女士，一家10口人来
海南旅游，有3人被确诊。出院时，她
的父亲和丈夫仍在治疗。“我们带着美
好的向往而来，相信我的父亲和丈夫
也能在海南人民帮助下痊愈！”

2月11日上午，仅三个月大的女婴
甜甜（化名）从海口市人民医院出院，这
是海南首个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确诊
患儿病例。甜甜的爷爷激动地流下了
泪水：“15天没见孩子，只能通过视频联
系，多亏了医生和护士们的照料！”说

完，老人向医护们鞠了个躬。
每一位确诊患者出院，曾经昼夜照

顾他们的海南医护们，总是鲜花相迎、再
三叮嘱、双目相送，直到治愈患者远去。

“疫情结束我们再来海南”

“我们不会忘记海口秀英区政府
的细心照顾，这样的大爱之举，让我们
感受到了海南省政府的关心，我们真
诚地说声谢谢……”

2月6日下午，来自武汉的刘女士
观察期满，即将离开健康服务管理中
心时，送上了这封手写的感谢信。

“有老人需要降压药，工作人员立
即买了送来。电梯消毒，他们就爬上
8楼送到门前。”刘女士说，在海口的
日子没有感到无助，只感到温暖。

“海南给了我们安全感和踏实感，我
们乐意配合海南的一切工作。等疫情结
束，我们还会再来海南的！”刘女士说。

秀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魏永杰是
管理中心负责人，从大年初四开始，他

和同事平均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24小时轮流值守，随叫随到。“为让从
湖北过来的旅客吃住舒适，我们还每
餐提供辣椒、设置爱心书屋、给孩子们
买玩具。”魏永杰说，他们尽可能让住
在这里的旅客有家的感觉。

说到家，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都心有
愧疚，他们给了别人家的温暖，却无暇顾
及自己的家人。魏永杰说，“能看着管理
中心里的所有旅客安全离开，尽自己一
份力保护群众安全，再辛苦也值了！”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出院确诊患者中，贾女士有些特
殊，她是一名海南的基层医务工作
者。2月8日下午，贾女士出院时说：

“我很幸运，得到了同仁们的帮助，痊
愈出院。留观期后，我要重返防疫一
线，和所有海南医护站在一起！”

贾女士身后，是我省数以万计坚
守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海南首批支援湖北防疫医疗队队

员、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刘莉在日记中写道：战“疫”才刚刚开
始，所有医务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大家
心情沉重却信心满满。希望能够早日
控制疫情，患者全部解除隔离，大家能
松一口气，安全回家。

“重症患者不脱机，我们团队不撤
离。救治病患有我，有我必胜。”这是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田
佳代表所有隔离病房重症救治团队发
出的“硬核”誓言。从大年初一至今，
田佳和“战友们”吃住都在负压病房
区，始终没离开过。

海南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海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外科主治医
师陈成辉，2月8日战疫日记，写给过1
岁生日的女儿：“等爸爸回来，我会陪
你过很多很多个生日，绝不让你失
望！爸爸会做好自我防护，不辱使命，
平安凯旋，这是给宝贝最好的礼物。”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是海南所
有医护人员共同的誓言！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

截至2月13日16时，我省已有30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医患携手抗疫谱真情

道一声感谢 嘱一声珍重

来自战疫 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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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金
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持续对
疫情防控相关领域重点名单客户加
大信贷支持，主动对接各类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落实优惠利
率，创新产品与服务，实现快速放款，
推广线上服务，在特殊时期全力为企
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一是加大重点企业再贷款支
持。成立“疫情专项贷款”行动小组，
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为客
户落实提供专项资金、专属优惠、专
人对接、专属服务的定向支持。截至
2月10日，浙江、苏州、陕西、湖北、北
京、上海、青海、天津、江苏等9家分行
已落地12笔共计20445万元的人行
再贷款。如江苏某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生产的抗流感药物及提升免疫力
药物正是目前防治疫情工作中有效
和急需的防治药物之一，苏州分行用
时12小时完成了客户新增2000万元
专项贷款投放，有力保障了企业扩大
生产后的资金需求。

二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第一时间下发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
确定的重点企业名单，联合全国工商
联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调

研，组织各分行与各地区工商联的联
合排摸和批量服务对接；给予各类疫
情防控相关企业下调0.5个百分点贷
款利率优惠，针对重点企业给予进一
步利率优惠。截至2月7日，通过快审
快贷绿色审批通道，已对该类小微企
业客户完成紧急授信48户，授信金额
4.75亿元，其中放款41户，贷款类余额
2.94亿元。如湖南省分行主动对接当
地相关政府部门获取重点企业名单，
截至目前共计为包括邵阳某医药有限
公司在内7家防疫物资相关的中小企
业授信2010万元，已投放1320万元；
上海市分行共计为包括上海某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在内的8家防疫物资相关
企业授信9200万元，已投放金额2895
万元；重庆市分行为重庆某节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2500万元的授信，
该企业承担武汉火神山及雷神山防疫
医院负压隔离病房通风系统的建设，
交通银行也成为该地区首家给予直接
参建企业授信支持的商业银行。

三是开发投放“抗疫担保贷”。
梳理国担基金体系对疫情防控期间
开辟绿色通道、取消反担保与降低、
免除担保费等政策，下发分行并组织
重点分行获取当地国有担保拟担保

疫情防控企业白名单，目前部分分行
已开发形成“抗疫担保贷”等银担合
作产品，并实现投放。如江西省分行
主动对接辖内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
资生产企业，联合省内所有纳入国担
基金体系的担保公司共同授信，免除
反担保物及担保费用，截至2月6日，
共计为8家企业审批授信金额4300
万元，提款1570万元；宜春某生命科
学是一家生产防疫药物的企业，宜春
分行联手江西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为企业审批1000万元担保贷，
企业紧急投入扩大生产。

四是延期还款缓解资金压力。
针对小微企业因疫情导致贷款即将
逾期无法归还等难题，通过给客户提
供延长还款、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在
确保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截至2月6
日，已给予共计5006笔有需求的个人
经营性贷款企业主1个月的还款宽限
期，涉及4千余户借款人；给予53笔
贷款在2月份到期的小企业或个人经
营性贷款借款人采取展期的措施，涉
及客户41户；并为12笔小企业贷款
调整还款计划，涉及客户9户。如深
圳分行针对还款困难企业展开主动

排摸，目前已处理4家小微企业授信
调整或展期，合计金额1960万元；甘
肃省分行则为受疫情影响而无法正
常开门营业的兰州东瓯儿童城商圈
内多家商户业主，实施贷款本息延期
还款政策，涉及 30 户小企业共计
2161万元。

五是升级 5大线上金融服务。
如：线上开户，通过交行门户网站、微
信小程序和企业手机银行即可在线
申请开户、享受绿色通道及专属客户
经理的专业服务；线上现金管理，个
人经营者可通过个人手机银行在线
转账免手续费，刷脸转账提额单日50
万元，小企业则可通过“蕴通账户”在
线提供全面的资金结算、工资发放、
银企对账、信息查询等现金管理功
能；线上融资，可提供线上抵押贷和
线上税融通产品，实现7×24小时融
资服务；银政合作一站式服务，为生
产疫情防控物资企业，提供线上政府
采购贷等专门融资，并通过开通交行
普惠线上服务专区等方式，实现定制
化服务，实现在线提款；链属企业在
线服务，为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基建、
交通、物流、制造等企业开通绿色通
道，实现随到随审、一日审结。 交通银行为中建三局工作人员办理紧急现金支取业务。

交行海南省分行亮出消费金融服务“组合拳”

战“疫”当前 交行服务“不打折”

交行五大举措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渡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针对个人消费金融业务亮出抗击疫情四项组合拳，全力确保疫情期间该行对客户的消费金融服务不打折扣。

疫情期间，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医护人
员、政府工作人员，确诊患者、疑似人员，以
及上述人员的配偶开通绿色关爱通道，对其
在交行的个金资产业务还款给予还款宽限
期（根据政府公告等实际情况调整），宽限期
内还款的，不算逾期，不计收罚息和复利。
同时，其在疫情期间的交通银行信用卡透支
发生逾期的，不视为违约，不进入违约客户
名单。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动总行推出各类消费金融产
品，为客户提供7×24小时应急保障。惠民贷业务，线上
申请，可实现1分钟放款，最高额度为30万元，首次提款
的客户还可以享受15天免息优惠；应急贷款质押贷，周转
资金更便利，交行存款、理财可质押，品种多，灵活用，还能
保持质押物收益不受任何影响。对于资金需求更大的客
户，交行推出了线上抵押贷业务，线上申请，5分钟可出预
批结果，额度最高1000万元，利率最低可至4.35%。基
本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贷款，满足各类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满足客户贷款审批投放
需求，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着力提升个人贷款审
批投放效率。个人金融业务部安排专人值守，名
单式跟进贷款各环节流转情况；零贷管理部每天
安排审查员在岗，将材料审批，电话审核工作落实
到位，确保8小时内办结；授信部放款中心疫情期
间全员到岗，全力做好放款审批工作。各部门认
真摸排，通力合作，确保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
贷款发放及紧急诉求优先处理。

交行一向高度重视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来提升服务客户的便捷性和精准性。特殊
时期，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响应国家号召，为减少人员接触，积极指导客户享受智能
化线上服务。

该行推出手机银行在线方式处理客户贷款提前还款、还款卡号变更等操作；制作手
机银行贷款业务操作指南，为客户提供便利；制作各类贷款产品链接海报，指导一线客户
经理远程协助客户通过手机银行自助办理消费类贷款、查询贷款信息、在线提款等操作。

正如交行海南省分行主要负责人苏为祥在该行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上所说，“在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上，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要继续勇于担当，主动作
为，切实加大消费金融服务支持保障力度，以实际行动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保护拳
完善受疫情影响人员贷后保护措施

产品拳
丰富线上消费金融产品满足各类需求

速度拳
着力加快个人贷款审批投放效率

智能拳
积极指导客户进行线上业务办理

海南日报记者马珂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黄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当前，海南日
报记者马珂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丢在家里”，深入
医院将准确的信息、感人至深的故事及时传递。
马珂还将一线采访经历、感悟写成文字发在朋友
圈，引起强烈反响。2月13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授予马珂“战疫英雄奖”。

在抗击疫情期间，为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平
凡人致敬，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各地媒
体共同寻找奖励身边的“战疫英雄”。

虽然所住酒店离家只有不到10分钟车程，但
自1月28日起，马珂已连续17天没进家门。从进
入抗疫一线采访报道，截至2月12日，短短20多天
里马珂共完成报道百余篇，其中见报稿件80余篇，
部分报道的新媒体阅读量超过10万，反响强烈。

“她和医生一样，直面生死、和病人近距离接
触……一篇篇有时效性的新闻，一个个丰满感人
的故事，撰写百余篇报道背后，是家人角色的诸多
遗憾和缺失……”写给马珂的颁奖词如是说。

海南留美高中生筹款
买口罩驰援湖北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孙慧）近日，一则
“海南3学生购买两车瓜菜捐赠武汉”的新闻受到不
少网友的点赞和支持。她们的爱心行为，也感染其
他人参与到抗击疫情行动中。

“看到初中同学郑雯予的新闻很受鼓舞，我也
希望通过募捐帮助同胞一起抗击疫情。”2月13
日下午，留学美国的海南高中生王贺通过微信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几天来，王贺和同学、亲友一起
筹集了6万元善款，全部用于购买口罩等医疗物
资，送往我省对口支援湖北荆州市的医疗队。

自疫情发生以来，远在美国的王贺很关注国
内疫情动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生以
来，我一直想做点事情帮助大家。”争取到家人支
持后王贺写下倡议书，发动妹妹、初中同学一起发
动身边的亲友们筹款，此外王贺还与海外华人群
体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

“我们还在继续募捐善款，希望不单单是买
到口罩，还能买到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捐赠给医护
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