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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看点

省级应急物资
紧急采购专班成立
做好疫情期间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张
紫旖）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成立省级应急物资紧急采购专
班，协调解决应急物资保障的重大问题和督促检查
疫情防控期间我省应急物资紧急采购、调拨情况。

此外，省应急管理厅启动省级应急物资紧急
采购程序，研究制定采购方案，协调省交通运输厅
做好供货商运输进岛事宜，协调省发改委落实物
资需求分配，同时联系对接市县做好物资接收准
备工作。同时，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应急物资储
备中心统筹协调、强化储备，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保
障机制，做好我省抗击疫情应急物资储备保障。

从8月10日至8月16日，在省应急管理厅协
调下，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向儋州市、陵水黎族自
治县、东方市、万宁市、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等
6个市县紧急调拨救灾帐篷、强光电筒、毛巾被、
折叠床、变频汽油发电机等防疫物资，支援这些市
县的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马
珂）8月 17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
五十二场）。发布会上，海南省安宁
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国家中级心
理治疗师姚乾坤就群众在疫情管控
期间，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情绪进
行解答。

姚乾坤表示，在疫情管控期间，很

多人都处在一种应激状态，这会使人
产生一些负面情绪，比如焦虑、抑郁、
恐慌、无助；还可能会产生一些躯体反
应，比如头晕、心慌、胸闷等，这些都是
正常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如果在疫情
管控期间，有人出现以上这些状况，也
不必太过于担心。

首先，可以通过运动健身、聊天
倾诉、游戏娱乐等方式进行缓解；其

次，可以通过正念练习，就是对脑海
里的想法不作任何评判，只关注自
己的呼吸，一般 5—10 分钟就会感
觉心身平静很多；还有音乐想象法，
聆听一段舒缓的音乐，想象自己躺
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听着海浪拍
打的声音，让身体慢慢放松下来等
调节方式。

如果你伴有严重的抑郁、焦虑和

失眠的症状，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
学习，并且通过自我调节不见好转，可
以拨打海南省心理援助热线96363，
这个热线是海南省级的24小时心理
免费公益热线，由12名专业心理治疗
师作为接线员，专门为社会大众提供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无论是奋战在一
线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隔
离人员，还是普通民众，一旦发现自己

心理、情绪出现波动不安，需要心理方
面的帮助、倾诉和调适指导，随时可以
拨打96363援助热线。

同时，我省也成立了由52名专业
精神科医生与心理治疗师组成的心理
应急救援队伍，随时可以对有需求的
群众提供心理评估、心理疏导和精神
减压等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
保驾护航。

疫情管控期间，如何做好心理调节？

可拨打心理援助热线96363

防疫知识

省民政厅：

发挥民政职能作用
关心关爱困难群体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刘操）8月16日
上午，省民政厅召开会议强调，全省民政系统要充分
发挥民政职能作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会议指出，要聚焦民政主责主业，做好民政助
力抗疫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民政服务机构疫
情防控的指导检查，严防死守，确保民政服务机构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坚决守住民政服务机构

“零感染”的底线。指导各市县认真摸排特殊困难
群众生活情况，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及时足额
发放救助补贴资金，关心关爱好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特殊困难居家老年人、受疫情影响监护缺失儿
童等困难群体，及时巡查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切实
解决好疫情期间困难群众面临的突发性、紧迫性、
临时性困难。

会议强调，要做好慈善捐赠相关工作，主动跟
踪、主动服务，动员慈善力量做好慈善捐赠工作，指
导督促慈善组织依法申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履行
公开募捐方案备案，落实对捐赠款物的跟踪监督，
防范违规违法行为。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行业领域
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有序助力疫情防控。

携手战疫
感谢有你

心理调节
小贴士

首先，可以通过运动健
身、聊天倾诉、游戏娱乐等方
式进行缓解；

其次，可以通过正念练习，就是对脑海里
的想法不作任何评判，只关注自己的呼吸，一
般5—10分钟就会感觉心身平静很多；

音乐想象法，聆听一段舒缓的音乐，想象
自己躺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听着海浪拍打
的声音，让身体慢慢放松下来等调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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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考核激励。加大战略费用配置，
对普惠贷款、绿色信贷、小微企业经营机
构三项指标设置战略激励费用，助推民营
普惠及绿色信贷业务发展。截至7月末，
三项指标共配置155万元。对因疫情防
控需要或执行农总行相关政策导致收入、
利润等效益指标数据非正常变动，按农总
行规定落实考核还原政策。对因疫情影
响造成个人贷款和信用卡业务实际违约
率较高，可免于经济资本加计。

提升信贷业务运行效率。建立资产
业务联席会议机制，推行前后台平行作
业机制，为10家疫情防控企业和6家稳
产保供企业走快办通道，高效完成贷款
投放。

完善免责机制。通过落实尽职免责
规定、完善尽职免责流程、提升责任追究
精准度、充分保护员工权益等一系列措
施，着力提升各级行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的主动性，增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持

续发展能力。
用好债务重组工具。对受疫情影

响，暂时困难但基本面良好的企业，通过
重新约期、变更担保、债务转让等贷款重
组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已破产企
业积极推动司法重整进程，尽快实现信
用修复、脱困重生。如该行上半年积极
推动某新能源公司贷款风险化解工作，
助力该客户完成不良贷款重组，为企业恢
复生产创造条件。（撰稿/闫峰 刘河军）

农行海南分行提出22条措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

打好助企纾困“组合拳”

稳信贷投放。资金是经济的源头活
水，农行海南分行主动站位，千方百计确
保信贷投放增长，为稳企纾困提供根本
支持。截至7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比年初增加29.24亿元，增幅3.93%，上
半年贷款增量、增速分别排名可比同业
第二、第一。1-7月实现累计投放贷款
228.33亿元，同比多投19.80亿元，创历
史新高。

稳受困产业。持续加大受疫情冲击
较大的行业金融支持力度，对住宿、餐
饮、零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
实施“一企一策”，能帮尽帮，严格避免出
现行业性限贷、抽贷、断贷。上半年，累
计向 247 家上述行业客户发放贷款
19.59亿元。近期，该行还积极推动美兰
机场二期项目继续放款，以实际行动支
持民航业发展。

稳外资外贸。积极支持外资外贸发
展，国际结算、结售汇、跨境人民币等实
现跨越式发展，国际结算客户数比去年
同期增长50%、跨境人民币客户数较同
期增长11.1%。同时，实现多笔首单国
际业务落地，成功开立和办理海南农行
首个人民币NRA账户、首笔跨境本外
币资金池业务、首笔企业掌银国际汇款
业务、首笔网银远期结汇业务。

聚焦实体经济，以金融力量推动稳企纾困

全力稳“三农”。把信贷投放作为
重中之重，前7个月，累计投放涉农贷
款 45.62 亿元，截至 7月末，涉农贷款
余额 94.87 亿元，比年初增加 4.1 亿
元。一方面，为涉农企业纾困，累计向
11家涉农企业投放贷款9.62亿元，有
力支持了涉农大中型企业稳产保供，
保障了天然橡胶、生猪和南繁育种等
涉农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与农户共

克时艰，1-7月累计投放农户贷款15.5
亿元。其中，新增投放农户贷款6.6亿
元，到期收回续贷8.9亿元，无还本续
贷181.5万元。

竭力扶持小微企业。坚决落实普
惠金融各项监管要求，通过放宽评级
限制、放宽展期、续贷政策、放宽业务
停牌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大贷
款投放，积极支持小微企业等受困市

场主体抵御疫情影响。1-7月，该行
累计投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47.2亿
元，同比多投14.1亿元，通过融资服务
支持小微企业近千余家，稳住了背后
数以千计的就业与民生；累计为 335
户小微企业提供续贷服务，涉及金额5
亿元；累计为 152 户无法按时到期还
款的小微企业办理了延期还本付息，
涉及金额1.6亿元。

聚焦薄弱环节，以普惠金融支持稳企纾困

积极落实个贷关怀政策。对受困人
群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延长贷
款期限、延迟还本、减免罚息、消除逾期
征信记录等方式，落实个人住房贷款等
个贷业务差异化政策，体现国有大行关
怀，支持受困人群渡过难关。截至7月
末，该行累计发放纾困支持资金367万
元，批准办理住房贷款延期30天还款9
笔，共计1084万元。

精准强化经营性贷款支持。对出租

车司机、网店店主、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
主体，加大对其经营性贷款支持力度。
1-7月，该行累计发放经营性贷款9.72
亿元，批准办理一手商用房延期30天还
款2笔270万元，办理海南农行特色助
业快e贷展期1笔50万元。

扎实推进“惠菜通”项目。以金融力
量助力跨越平价蔬菜全产业链保供稳价
的“最后一公里”。截至6月末，该行在
全省各市县农贸市场4000余个蔬菜摊

位铺设智能电子秤4000多台，为4293
户零售菜商提供电子秤聚合码支付结算
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累计交易笔数1380
万笔，累计交易金额2.97亿元。

广泛开展消费优惠活动。调集
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积极布局各类
线上线下生活消费场景，推广线下门店
购物减免、三折电影、三折洗车/代驾、
五折外卖/美食等优惠活动，助力消费
复苏。

聚焦受困人群，以为民初心做实稳企纾困

以党建引领普惠金融服务。持续
推广“党建+信用村”模式，有效解决
了农村和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也大力推动了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产生了良好社会效应。截至 7月
末，该行建设“党建+信用村”940个，
金融服务覆盖全省 1/3 以上的行政

村，累计发放农户贷款 4万余户共计
35.45亿元。

以科技赋能强化小微企业服务。
截至 6月末，该行小微企业线上贷款
占普惠型小微企业法人贷款比重已
达 96.35%。特别是推出依托供应链
授信的“保理 e融”“e账通”等产品，

成功支持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
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缺抵押、缺担保
难题。

以政府增信深化涉农服务。引入政
府增信和省农担公司，在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实施“政银担”贷款创新，通
过特色押品精准服务广大渔民。

聚焦金融创新，以优质的产品服务支撑稳企纾困

在减免费用上下功夫。继续免收支
票、本票的挂失费等各项减费让利政策
的同时，再次主动取消“银期转账服务
费”等多项收费项目，并严格落实价格公
示，确保降费政策宣传到位、传导到位、
执行到位。2021年以来，该行累计减免
各项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今年以来已

累计为4.03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减免账户服务手续费109.53万元、人
民币结算手续费95.65万元、电子银行
手续费241.92万元。

在让利于民上做文章。积极落实差
异化定价策略，大幅降低战略性新兴产
业客户、绿色信贷、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

客户贷款利率标准15-60bp；小微企业
贷款加权利率在已连续4年大幅下降总
计145.68个BP的基础上，今年又再次
下降了14BP，为小微企业让利超过590
万元；对11家大型企业实施了利率下
调，最高下调幅度达到100bp，为企业
节省利息支出523.46万元。

聚焦减费让利，以实际行动助力稳企纾困

聚焦管理考核，以长效机制保障稳企纾困

1-7月

该行累计投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47.2亿元

同比多投 14.1亿元

通过融资服务支持小微企业近千余家
稳住了背后数以千计的就业与民生

累计为335户小微企业提供续贷服务

涉及金额5亿元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农行海南分行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认真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农总行党委、监管部门的各项工作安排，出台《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围绕受疫情影响行业、企业、人群，以及自贸
港建设重点领域和稳外贸稳外资等支持重点提出22条务实纾困措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稳企纾困和业务发展，以高质效举措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截至7月末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9.24亿元

增幅3.93%
上半年贷款增量、增速分别排名可比同业第二、第一

1-7月实现累计投放贷款228.33亿元

同比多投 19.80亿元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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