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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信社前三季度
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达30.41%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做服务客户的“店小二”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
记者袁国华）截至9月末，省农信系统涉农贷款余
额445.93亿元，比年初增加29.25亿元，普惠型涉
农贷款增速达30.41%……10月20日，省农信社
召开“三大战役9保10”总结暨“优服务、提质效”
百日大行动重点工作推进会。会议披露农信系统
到9月底超额完成三季度经营任务，并实现多项
经营指标增长。

数据显示，9月末，省农信系统 5000 万元
（含）以下贷款余额806亿元，比年初增加120.69
亿元，占比58.98%，提升4.59个百分点。贷款额
度向支小调整，9月末省农信系统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529.09亿元，较年初增加79.28亿元。涉农
贷款余额445.93亿元，比年初增加29.25亿元，其
中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30.41%。

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利光秘表示，前
三季度，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尚未缓解，疫情影响
还在持续的大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难
能可贵，来之不易。农信系统要通过开展“优服务、
提质效，创一流营商环境”工程，在促进全年工作任
务圆满完成的同时，进一步发挥金融造血功能，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农信力量。

省属企业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使用量普遍下降40%
海南控股、海垦集团
禁塑替代品生产线投产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
者王旭朝 通讯员张剑飞）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国资
委10月22日在海口召开的省属企业禁塑工作推
进会上获悉，省属企业积极倡议和减少一次性不可
降解垃圾袋及一次性纸杯等用品的使用，各企业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量普遍下降了40%左右。

海南控股、海垦集团和海汽集团使用量更是
下降了50%；海钢集团今年还率先采购膜袋类替
代品和餐具类替代品约8350个；海南旅控旗下的
明珠广场大力引导商铺使用替代产品，264家商
铺中有52家商铺使用了可降解塑料袋，203家商
铺使用了环保袋。

为解决替代品市场紧缺，产品质量有限，价格
偏高等问题，省国资委强化国企在禁塑工作中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加强替代品的研发生产。2019
年8月，海垦集团成立了海南金橡晨星塑料有限
公司，该公司建设的年产一万吨全生物可降解塑
料颗粒及包装产品生产线，目前已经可以用于生
产生物降解塑料制品，8月初已生产出购物背心
袋，预计今年底可全面建成。

2020年5月，海南控股成立海南海控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已建成年产1000吨膜袋制品
生产线，目前该生产线已生产膜袋3.27吨，接到膜
袋订单125.8吨/年，一次性餐盒订单163万个/年。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举行首届
全省营业厅服务技能竞赛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
员龚宝莉）10月21日至22日，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在海口举行首届全省营业厅服务技能竞赛，来自
18个市县的营业团队参加竞赛。

此次服务技能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笔试、团队
服务礼仪展示、个人必答以及团队抢答，通过强化
一线营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持续提升营业厅服务
水平，不断满足用户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中国电信海南公司充分发挥网络和
信息技术优势，并在今年启动“千兆5G、千兆宽带
和千兆WiFi”的三千兆网络应用，为各行各业及
广大消费者提供高速率、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网
络，完善并推进“智慧家庭”的普及和发展，同时围
绕“云改数转”战略部署要求，在优感知、强支撑、
守底线、树品牌等4个方面推进各项服务工作，持
续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临城10月22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10月22日下
午，临高县水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
临城镇政府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对位
于文澜江附近的临城镇龙波村、文书
村多个非法采砂点、堆砂点进行整
治。当日，临高共出动80余人、3辆
铲车、5辆大型运输车等，共清理非法

堆砂量约800立方米。这也标志着临
高正式启动为期2个月的非法采砂专
项整治行动。

近年来，临高始终严厉打击非法
采砂行为，今年1月至今，共查处50
处非法采砂点，共销毁抽砂船只（含
抽砂浮台）30台，查获非法采砂、非
法装载运输砂粒50宗，办结越界采
砂案件1宗。经过打压，临高大规模

非法采砂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是
“蚂蚁搬家”式非法采砂行为却时有
发生，且打击难度较大，严重威胁河
湖生态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河势稳定、
防洪安全。

针对这一情况，结合中央环保督
察和省环保百日大督察的有关要求，
临高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非
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将重点从砂源
运输流通及非法堆砂销售环节进行
精准打击，并通过多部门联动，形成
高压的打击态势，坚决打击住非法采
砂、非法运砂、非法堆砂、非法售砂等
乱象。

“2个月时间里，各有关部门每天
都会派出人员，组成约30人的专项整
治小组，深入11个镇（农场）打击非法

采砂行为。”临高县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运砂和销
砂环节，打断非法采砂的链条。一旦
发现没有合法营业执照或不能提供正
规砂源来源的售砂点和堆砂点，一律
依法取缔。同时，当地将逐步建立和
完善良性的砂源供应市场，杜绝乱采、
乱占河道等现象，保障河湖生态持续
健康发展。

临高启动为期2个月的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打击砂源运输流通及非法堆砂销售

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
葡萄酒博览会启幕

本报银川10月22日电（记者林
容宇）10月22日上午，以“荟聚葡萄
酒之都·共圆紫色梦想”为主题的第九
届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
启幕。此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宁夏
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国家相关
部委及国际、国内有关专家学者齐聚
宁夏银川，共商葡萄产业开发、推动宁
夏建设世界一流葡萄酒产区。

据悉，博览会为期两天，将举办开
幕式、中法葡萄酒论坛等5项主要活动。

本报讯（海报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主
办，“免税视野”国际合作平台（TR
Outlook）承办，南海网、新海南客
户端提供媒体支持的“免税视野”
金秋国庆数据分享及专家交流会
将于10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北
京举行。

据悉，免税消费作为满足国内
消费升级需求的重要内容，将为消

费持续增长提供动能。而伴随系列
政策红利落地，免税消费将迎来大
幅增长，也势必为国内外企业带来
巨大的投资合作机遇。

本次活动旨在更好地促进行业
交流，帮助国外企业开拓中国免税
市场等工作提供专业的投资促进服
务，助力免税行业蓬勃发展。活动
将发布免税行业报告、分享相关数
据、探讨政策信息，并邀请行业专家

就免税市场动态、发展方向等进行
解读。

作为此次活动合作媒体，新海南
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全程为
活动提供宣传支持，全媒体矩阵将对
发布会进行视频直播。广大网友可
通过新海南客户端、抖音号，南海网、
南海网客户端，南国都市报新浪微
博、南海网新浪微博进入直播间，观
看活动直播。 扫码进入活动直播间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10月
22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异地办”“便捷办”“网上办”

等3个方面12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新措施自2020
年11月20日起实施，我省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同步实施。

公安部再推12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我省同步实施

取消驾照申领70周岁年龄上限
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

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银保
监部门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共享，在
试点地区办理机动车登记、核发检
验合格标志时，网上核查机动车交
强险信息，申请人无需再提交机动
车交强险纸质凭证

“免税视野”金秋国庆数据分享及专家交流会今日举行

促进行业交流 解读市场政策

第一届海南岛网红节
在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习霁鸿 见习
记者邱江华 实习生陈燕）10月22日晚，“第一届
海南岛网红节”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拉开帷
幕，来自广告行业及全国各地的数十位网红齐聚
一堂，共谋网红产业发展。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将活动与海南
自贸港建设相结合，实现双向“引流”，让网红宣
传、推介海南自贸港建设与跨境电商业务，让直播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服务，为海南带来更多流量。

省广告协会会长李春亮表示，该协会专门成
立网红分会，让从业者结成行业同盟，组织更多正
能量从业者共同维护行业的良性发展，并在中国广
告协会的领导下，为主播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服务。

开幕式上，海南省广告协会网红分会还与海
南趣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分别进行了
签约仪式，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建立新媒体融媒
体宣传体系，为海南跨境电商购物提供宣传服务。

据悉，该活动由省广告协会主办，中国广告协
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系23日至24日举办
的2020中国·海南自贸港广告论坛的组成部分，
在该论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资深从业
人员、企业家将共同探讨广告传媒行业的发展以
及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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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向道路运输企业推送交
通安全风险预警提示

驾驶人通过“交管 12123”App
可以查询、下载交通责任事故、准驾
车型变化、交通违法和记满分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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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二手车出口临牌异地通办

对二手车出口企业收购机动车用于出口的，可以
直接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无需核发正式号牌；属于异
地收购车辆的，可以在机动车登记地直接申领临时行
驶车号牌，无需返回企业所在地办理

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

在实现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通考”的基础上，推
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
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
再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

推行摩托车转籍异地通办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办
理，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

试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

在12个省（区）试点推行非营运小微型客车登记持
身份证通办，对本省户籍居民省内异地办理新车注册登
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
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便利群众省内异地购车登记

使残疾人家庭共用车辆更便利

对于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C2）以上的人员，可以驾
驶上肢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更好保障残疾人权益

部分车辆由每年检验1次调整为每两年检验1次

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在实行6年内6座以下非营运小微型
客车免检基础上，将6年以内的7至9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
包车除外）纳入免检范围。对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
超过6年不满10年的，由每年检验1次调整为每两年检验1次

优化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请条件

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驾驶证的年龄下限由26周岁、24周
岁降低至22周岁，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上限由50周
岁调整至60周岁

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

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体检医疗
机构由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扩大到符合健康体检资
质的二级以上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
中心等医疗机构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

取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70
周岁的年龄上限。对70周岁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忆
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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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25日至2021年3月27日，中国民航将开始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2020年冬春新航季，共有33家航空公司计划在海口执
行国内客运航班79750架次（日均约518架次），同比上个冬春航季国内客运航班计划增长5.69%，生产运营情况持续向好。冬春换季后，
海南将逐步迎来航空客流旺季。图为10月21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机正在繁忙起降。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将迎航空客流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