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终秉持“办大银行”
的理念，把疫情防控一线
作为全行干部员工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阵地。

志愿服务有作为。全
行青年员工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第一线，快速响应所
在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
下，主动开展核酸检测、测
温验码、物资配送、防疫宣
传、热线接听等志愿服
务。8月以来，累计青年志
愿服务人数达219人，服
务人次达553人次。

物资捐赠有热情。辖
内各级机构纷纷行动起
来，积极组织为医院、政府
部门和处于抗疫防疫一线
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捐赠
一批爱心物资和医用防护
服、N95口罩、帐篷等医用
物资。截至8月20日，捐
赠现金和物资合计金额
21.79万元，助力疫情防控
阻击战，得到政府和社会
公众的高度评价。

关爱医护有温度。组
织辖内各行开展医师节系
列慰问服务活动。全行累
计线上慰问各级医疗机构
客户6013次，用真情传递
农行温度。

减 费 让 利 有 担 当 。
提高站位，从严从快减费
让利，积极服务抗疫大
局。8月以来，累计减免
各项费用12.86万元，新发
放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加
权利率 3.99%，环比下降
3.62个BP（基点）。

（撰文/闫峰、刘河军）

农行海南分行：

全力高效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保障
紧紧围绕“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坚持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
任务，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

突出党建引领。农行海南分
行党委靠前指挥、高位推动，第一
时间印发《关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的通知》，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推进疫情防
控工作。截至8月20日，全行337
个基层党组织、183个网点党员突
击队、2059名在岗党员全面投入
疫情防控一线。

突出责任压实。加强组织领
导，组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明确
各级党组织书记作为防疫第一责
任人，建立一级管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责任机制，形成全员参与防疫
的良好局面。强化政策保障，迅速
制定下发《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当前疫情
科学规范防控的通知》等通知24
个，建立联动监督机制，强化全过
程监督检查，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传达执行到位。

突出科学防疫。落实省委省
政府要求，配合做到“四应四尽”“日
清日结”，强化重点分行支行疫情
防控、重点人员清单化管控以及办
公和网点重点区域管理，推行在线
办公，编发疫情防控手册和暖心手
册，保障一线员工卫生防疫物资配
备。在线召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会议4次，各条线在线会议18次以
上，基本保障了全行的正常运转，
确保疫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疫情发生以来，在省内外主流媒体
刊发稿件35篇次，助力推动全社会
形成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的强大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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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疫情防控、稳增长和金融服务，围
绕三农、普惠和实体经济，提出务实纾困22
条措施，明确稳增长50条行动方案和40条
政策举措，以超常规举措加大助力保障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8月以来，累计投放贷款
10.16亿元，其中法人贷款8.75亿元、个人贷
款1.41亿元，审核开立承兑汇票9000万元。

着力保障“三农”稳产增收。围绕农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主动了解
掌握辖内农户、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涉农客户资金需求，建立绿色服务
通道，及时足额提供资金支持农产品稳产
保供。8月以来，共向941户农户投放贷款
8993万元，特别是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实施“政银担”贷款创新取得实效，成功
审批发放首笔贷款180万元。

着力支持受困行业。及时梳理省金融办
下发的首批74家疫情防控保障企业名单，对
住宿、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行
业，总分支联动，实施“一企一策”，能帮尽帮，
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
的通知》。突出稳外资外贸，提供绿色通道、简
化手续等支持，8月以来累计服务外汇客户20
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1.8亿美元，提供外汇融
资1.15亿元。

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为小微
企业提供在线测额、快速申贷、线上放款等
服务，扩展线上服务渠道，8月以来，累计服
务小微企业客户近200户，发放小微企业
贷款2.66亿元，同比多投0.12亿元；用足用
活助企纾困政策，为37户小微企业办理了
续贷、延期还本付息，涉及金额34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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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来发放个人纾困贷
款1.4亿元，批准办理多笔个人贷款延期30
天还款；对65户客户实施了征信保护；对儋
州、琼海、五指山、临高等多个实施静态管
控地区的农户办理展期或设置到期宽限期
共计6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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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服务，以“坚
持”和“守护”确保金融服务的连
续性。

保基础金融服务畅通。及
时制定《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
行疫情期间保障基础金融服务
预案（试行）》，设立保障基础金
融服务应急机构，统筹做好不同
等级应急处置安排，全力保障疫
情期间的基础金融服务。疫情
期间，科技运维7×24小时运维
值守，运营中心、现金中心每刻
不停，自助设备7×24小时通畅
运行，确保了服务客户不间断、
不打折、不掉链。

保金融产品服务便捷。迅
速制定下发《关于开展阶段性线
上金融服务及营销活动的通
知》，梳理线上金融产品库，推广
用好“普惠e站”、热线电话和外
呼营销等服务，积极引导客户在
线上办理业务。8月以来，线上
服务员工数4993人次，维护服
务企业和个人客户23.57万户；
实现线上交易笔数1092.6万笔，
交易金额291.11亿元。

保信贷审批投放及时。建
立疫情期间信审专项服务团队
和涉疫信贷业务绿色通道，对涉
疫业务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优
先办理、即来即审，高效完成贷
款投放。8月以来，审议贷款金
额合计41.79亿元。

保疫情应急资金拨付。设立
专门金融服务窗口，专岗专人、主
动对接，为政府部门、部队、医院、
社保、学校及参与疫情防控的事
业单位提供7×24小时紧急取
现、资金划转、账务处理等金融服
务，确保防疫资金以最快速度到
达防疫最前线，8月以来累计拨付
疫情应急资金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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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月初
海南此轮疫情
发生以来，农
行海南分行党
委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一
手抓疫情防控
稳大局，一手
抓金融服务稳
发展，确保疫
情防控措施到
位、金融服务
供给到位。截
至8月 20日，
农行海南分行
共保障疫情应
急资金拨付 8
亿元，提供支
持纾困稳增长
融资 11 亿元，
在线服务客户
23.57万人次，
志愿参与抗疫
服 务 553 人
次，为防疫抗
疫捐赠现金和
物资合计 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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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为支持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依规建设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大
队综合楼（战勤保障站），增强海口市抗御火灾和处置特种灾害事故
能力，我局按程序启动了该项目用地所属的《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E-4-04地块规划修改工作。根据《海南省城乡
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要求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8月30日至2022年9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
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
编码：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E-4-0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下同）已从金融机构受让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权利）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立即向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联系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707室；联系电话：0898-68582192。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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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白沙黎族自治县环境资源局
福建省万安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公司驻临高第一工程处

海南海马建设发展公司

海南面粉厂

海南乾元贸易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省叉河水泥厂（原广东
省海南叉河水泥厂）

海南省临高角滨海游览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

海南新时代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鹤（海南）实业总公司

临高县环保开发公司

陵水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南方工贸海南实业公司

琼山县经济建设总公司

琼山县狮子岭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琼中县百货公司（原广东省
琼中县百货公司）

琼中县鸭坡乡人民政府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定日期及
合同金额）
95-01

临建贷流字1993第1号

临贷工商字（94）第32号

建基字931206号

投信字94027号

琼贷专字第2号、05号、0001号、
0002号、0003号、技改贷字22号、
昌技改贷字23号、昌技改贷字25号

临贷工商字（96）第3号

90营流字0930号

1995年1月23日/500万元
（92）白坡字6号

1988年8月18日/6万元

1987年3月2日/5万元、1987年
6月1日/2万元

1996年12月31日【进（出）口押汇
合同】/417286.93美元

1990年2月23日/20万元、1990年7
月/40万、琼建银经字（91）020号、建
经字（94）01号、建经字（94）02号、建
经字（91）026号、建经（95）07号

房字（单）95001号

1987年11月5日/5万元

1987年11月27日/4.5万元

担保人名称

临高县文澜江乡人民政府

海南省临高县商业局
（临高县商业总公司）

海南省粮油总公司
（粮油集团公司）、海南省粮食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驻海口办事处

海南省财政厅（原广东省海南行
政区公署财政局）、海南省建筑材
料工业总公司（原海南行政区建

筑材料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经济计划厅

海口市国营罗牛山农场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驻海南办事处

临高县环境保护局
（原广东省临高县环保局）

陵水县热作局

琼山县建设委员会

琼中县商业局

琼中县水利电力局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
定日期及合同金额）

临建贷流字1993第1号

临贷工商字（94）第32号

建基字931206号
建基字保9312号

投信字94027号

琼贷专字第2号、05号、
0001号、0002号、0003号

90营流字0930号

投信字GL95005号
（92）白坡字6号

1988年8月18日/6万元

1987年3月2日/5万元、
1987年6月1日/2万元

1990年2月23日/20万
元、1990年7月/40万、琼
建银经字（91）020号、建经
字（94）01号、建经字（94）
02号、建经字（91）026号

1987年11月5日/5万元

1987年11月27日/4.5万元

原贷款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南建行

海口海关智慧监管技术业务用房
方案设计单位比选项目公示启事

海口海关智慧监管技术业务用房方案设计单位比选项目
已获批准实施，业主单位（招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
关，项目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海口海关
后勤管理中心负责本项目招标工作。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进行招标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7日（2022年8月
30日至2022年9月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政府采购部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61号海口海关玉沙大院8号楼2楼207
房）；（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0898-68516267，联系人：文女士；孙女士。

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2022年8月30日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020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
（一）海口市琼山中学后门3号商铺；（二）海口市文明中路153号圣环
大厦1楼3号铺面；（三）海口市滨海大道林业大厦7层南侧房产；（四）
海口市大同一横路1号第一间铺面和1-1铺面；（五）海口市第一中学
校区1号铺面和17号铺面；（六）海口市和平北路28号宿舍区1-202
房。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10898元、142322元不等。二、租赁期限：
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
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2年8月30日至2022年9月13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 1 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 4 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8月30日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建设项目方案设
计单位比选项目第二次招标公告公示启事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单位比选项
目已获批准实施，业主单位（招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
关，项目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海口海关后
勤管理中心负责本项目招标工作。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进行招标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7日（2022年8月30日至
2022年9月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
见邮寄到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政府采购部（地址：海口市滨海
大道61号海口海关玉沙大院8号楼2楼207房）；（3）意见应在公
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8516267,
联系人：文女士；孙女士。

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2022年8月30日

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位于海口市迎宾大道东侧、凤翔路南侧，海口

汽车总站二期服务中心大楼三至九层及一层部分房
产，出租物业建筑面积约19656.17平方米对外公开招
租。欢迎意向承租单位咨询、报名竞租。报名截止时
间：2022年9月13日。

报名及获取招租资料地址：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
汽大厦13楼商业事业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
间）。

联系人：杨先生，电话：65342405。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
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4-C10地块进行规划技术修正。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
间：30日（2022年8月30日至2022年9月28日）。2.公示地点：海
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
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
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胡婧娟。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8月30日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4-C10地块规划修正的公示启事

当事人名称：潘耀升
公民身份证号码：460021196612211939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榕根社区居委会祥和路15号B栋402房

你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南二环新兴路北侧约200米处的
煤渣堆放点，对易产生扬尘的煤渣堆放点你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进行覆盖或采取相关防尘措施。你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我局已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澄综执罚决
字〔2021〕ST0032号），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4.2万元的行政处罚。

你收到上述决定书后，未履行缴纳人民币4.2万元罚款的决定，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我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在接到本
催告书后十日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澄综执罚决字〔2021〕
ST0032号）确定的下列义务：1.缴纳人民币4.2万元的罚款；2.缴纳
加处罚款人民币4.2万；共计缴纳8.4万元。

逾期不履行的，我局将依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蒙绪腾 联系电话：67630552
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5楼生态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大队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7月28日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