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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在三亚市群众街与新风街交叉口，30余名陵水支援医务人员进入封控区域，上门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文/本报记者 李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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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李明镜）新增贷款可降低
利率，存量贷款可降息、减息或免息，
个人房贷可申请延期……4月9日，海
南农信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疫情防
控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的九条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为中小微企业
纾困解难。

其中，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农业、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
旅游等行业客户，新增经营性贷款金
额5000万元以上的，可在原贷款利率
定价水平基础上减0.5个百分点；新
增贷款2000万元至5000万元（含）
的，可减1个百分点；新增贷款2000
万元（含）以下的，利率最低可优惠至
同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对因疫情受困小微客户经营贷款

降息、减息或免息。对单户2000万元
（含）以下的正常存量贷款，单个客户
可在海南农信系统内申请一笔降息优
惠，年利率下降1%，优惠期3个月，到
期后恢复原利率。逾期贷款结清拖欠
正常利息后，可减收3个月的罚息及复
利；2022年内结清拖欠本息的，罚息及
复利可全部免收。

《措施》指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行业的小微客户经营贷款免收半年利
息。对农业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
游等行业内，单户500元万以下的存
量经营性贷款客户，特别困难的，经申
请审核通过后，可在海南农信系统内
享受一笔贷款免收半年利息。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
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可申请延

后还款6个月，应还金额延迟至贷款
到期日一并归还。

此外，海南农信还将对受疫情影
响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客户，通过
调整还本计划、贷款展期、续贷等方
式，做到应展尽展，应续尽续，应贷尽
贷。并优化展期续贷办理手续，减免
手续费，同时开展征信保护，加强线上
服务等。

海南农信出台九条举措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小微客户经营贷款可免收半年利息

本报三亚4月10日电（记者李
艳玫）4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获悉，
该市阳性感染者病例主要收治在三
亚中心医院等三家定点医院。截至4
月9日24时，0331疫情累计收治88
例阳性感染者，目前13例患者经过

综合诊治，符合出院标准，已出院。
自4月10日零时起，三亚市吉

阳区丹州社区居委会、海澜社区居
委会、天涯区鸭仔塘社区居委会、育
春路社区居委会所属区域由管控区
调整为防范区，实施略高于社会面
的管理措施，各类人群避免聚集活

动，严格落实进出小区实行扫地点
码和健康码管理，严格做好7天自
我健康监测。中心城区其他区域仍
继续实施原有的管控措施，后续将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分期分批调
低管控层级。

据介绍，为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三亚按照管控层级，进一
步优化调整一线防疫力量配置，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适量提高封控区内工
作人员的配置，加大管理政策培训力
度，加强封控区内部巡查力度，确保
严格落实“区域封闭、足不出户”的管
控措施，切实减少社会面传播风险。

截至4月9日24时

三亚13例阳性感染者出院

三亚成立“社工应急服务志愿者”团队

特殊人群有了
专属定制服务

本报三亚4月10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刘静娴）“阿婆，您好，我是社工应急服务志愿者。
想了解您的生活物资够不够，有什么需要可以帮
您”“您的需求已接单，2斤青菜、2斤肉、一包5公
斤重的大米，送到下洋田社区”……连日来，在三
亚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大厅，社工志愿者们正耐
心地和老人或者儿童监护人进行电话沟通，详细
了解疫情期间该类人员的生活情况，并告知对方
要做好防护工作。

这是三亚市民政局在疫情期间为民办实事、
服务“一老一小”重要举措之一。三亚市民政局
成立了社工和志愿者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三亚市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力量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组建疫情应急工作专班，制定社工
机构应急服务预案和工作流程，明确工作要求，
多举措为特殊人群提供暖心服务。

其中，三亚市社会工作协会牵头成立了由132
名社工、志愿者组成的“社工应急服务志愿者”团
队，对三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生活不便的高龄
老年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的残疾人等人群进行电话、语音关爱
和“点对点、一对一”帮扶。志愿服务组由三亚市社
工协会统一协调安排，整合社会组织力量，链接社
会资源，根据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实
际需求，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帮扶服务。

截至目前，三亚“社工应急服务志愿者”团队为
1800多名困难群众提供服务；一对一精准服务64名
困难群众，其中24名老人、6名儿童、34名残疾人等。

海口学生核酸采样已出结果

31万余份均为阴性
本报海口4月 10日讯 （记者习霁鸿）4月

1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0日 18时，4月
9 日海口市学生专用核酸检测采样服务点共
采集样本 310413 份，已出结果 310413 份，均
为阴性。

我省餐饮企业助力疫情防控

小小爱心餐，传递着温暖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罗霞）为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送爱心餐、加入志愿者队伍开
展紧张的志愿服务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
……连日来，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牵手行业企
业，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传递温暖与力量。

面对疫情，来自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三亚
国光豪生度假酒店、三亚西藏大厦酒店等20余家
企业的百余人踊跃加入志愿者队伍，开展体温测
量、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
三亚海龙舟海景餐厅等企业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
服务，帮助社区老人买菜并送菜上门。

爱心送餐，暖心暖胃。连日来，三亚德航商业
有限公司、海南琼菜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南
豪约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古姑姑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
近50家酒店餐饮企业，已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派送爱心餐累计近万份，一些企业将持续
为抗疫一线人员送爱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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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名
单（10个）

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非公企业）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非公企业）

昌江黎族自治县司法局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

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有限公司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二、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名单
（40名）

赵 波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工程师（非公企业）

赵金玲（女）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

校党委书记、校长，高级讲师

陈大贵 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出品部总监，高级工（非公企

业）

宓 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

亚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高级教师

胡 阳（女）儋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昌鑫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颜学添 琼海市公安局技网大队大

队长

范海停 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大队通

什消防救援站通信保障班班长

林日云 乐东白井绿农种养专业合

作社工会主席，助理农艺师

曾德仕 澄迈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程守满（女）定安县融媒体中心新媒

体部主任

童 义 屯昌县信访接待中心主任

贾兴丽（女）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山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闫宇辉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刘国峰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人

民政府党委书记

顾长庆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设

备焊工班班长，高级工（非公企业）

刘仙喜（侗族）海南省畜牧技术推广

总站科长，高级畜牧师

张 梅（女）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党委副书记、校长，正高级经济师

王 宏 海南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中学高级教师

陈 峰（女）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学影像

中心主任兼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文日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高炳玉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符小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澄

迈分公司经理，高级工程师

黎元江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教师，

高级技师、工程师（非公企业）

慕洪伟 中交瑞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项目施工负责人，高级工程师

唐 敏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

合维修段海口水电车间电力线路工（架

空），高级技师

叶 伟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李志鹏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工会主席，工程师

王 宇 海南中交高速公路投资建

设 有 限 公 司 建 设 事 业 部 经 理 、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代建指挥部指

挥长，高级工程师

陈慧东 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国道G360文昌至定安段公路代

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高级工程师

吴岳伟 海南省路桥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国道

G360临高段公路代建指挥部指挥长，

高级工程师

孟明阳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

辛本军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

司工程管理部土建主管，高级工程师

王俊峰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非公企业）

杜 峰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维

修电工，工程师

薛文刚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

限公司炼油一部二班班长，二级技师

李运诚 国家能源集团海控新能源

有限公司设备维护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余书勇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丁 珽 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经济师、工

程师

王 成 海南明珠广场投资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国有资产管理

师、高级职业经理人

三、海南省工人先锋号名单
（30个）

海南爱之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五

心”护理服务团队（非公企业）

海口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药械

监测室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管理部（非公企业）

三沙市船务管理局“三沙2号”轮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菌袋车间（非公企业）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

南分所海南省南药资源保护与开发重点

实验室

东方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临高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森

林消防大队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纸技术部

纸研组（非公企业）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

（行政审批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

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妇女发展部

海南师范大学龟鳖研究与保护中心

海南省中医院妇产科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琼海

市分公司塔洋支局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

司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浓缩乳胶车间离

心一班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运行D值

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维护部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设备采购处机械

设备科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海南省图书馆二期工程项目部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地下采矿场

铲钻机修组（非公企业）

海南福山油田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井下技术服务

分公司海南项目部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运行

三部二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行金

浦支行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安

全质量部

海南海控能源五指山发电有限公司

毛丹水电站

国家税务总局乐东黎族自治县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

三沙南海梦之旅邮轮有限公司“南

海之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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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法院推出
“24小时法院”服务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金
昌波）海南日报记者4月9日从省高
院获悉，疫情防控期间，海南法院将一
如既往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
务，切实做到疫情防控与审判执行两
不误，诉讼服务“不打烊”。

省高院建议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
优先选择线上办理诉讼事务。在提交
材料方面，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可通
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海南）”微信小
程序、“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
（http：//lspt.court.gov.cn）、“24 小
时法院”智能云柜系统或线下邮寄等
方式将立案、信访及其他诉讼相关材
料提交至各相关法院。如需诉讼咨
询、案件进展查询等诉讼服务请拨打
12368诉讼服务热线、扫描案件二维
码或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海南）”
微信小程序，按提示查询相应案件诉
讼信息及进度。

着眼于更高效便捷解决矛盾纠
纷，省高院表示，当事人可通过“人民
法院在线服务（海南）”微信小程序、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http：//tiaojie.
court.gov.cn）申请在线调解。确需
提起诉讼的，建议优先选择网上立
案。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可通过“人
民法院在线服务（海南）”微信小程序
和“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申诉信
访平台”等在线方式办理立案申请、申
诉信访等相关诉讼事务。

当事人因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
施影响，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被耽误的期限原则上
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当事人因疫情
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上诉期限、申
请再审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
内，依法向法院申请顺延期限；当事人
因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耽误
上述起诉期限或上诉期限、再审期限
的，应注意保存新冠肺炎确诊、无症状
感染或者因疫情防控措施等受疫情影
响的证明材料，在向法院提交起诉、上
诉、申请再审材料时一并提供，由各法
院根据疫情防控情况以及当事人提供
的证明材料综合考虑是否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