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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彭一鑫

年底将近，符志远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

“通过平台，我们快速办理了一
笔贷款业务，贷到50万元，钱不是问
题了！”符志远在海口市博爱南横路
经营一家皮具商行已11年，他说，岁
末年初是销售旺季，店里要提前进
货、备货、订仓库，哪样都离不开钱，
可今年商行资金紧缺，成了头疼问
题，幸好不久前得到平台又快又及时
的贷款助力。

符志远提到的“平台”，是指海南
省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暨国家信易贷平台海南省分平
台。这一由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牵头建设、海南省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运营管理的平台，主要通过整
合全省各类涉企政务数据、政府惠企
政策、金融机构融资产品、企业融资需
求等资源，有效促进银企融资撮合达
成，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贵、慢”
问题。

自今年6月1日正式上线运营以

来，截至11月15日，该平台已累计注
册企业26万家，机构入驻327家，产
品数235款，累计进件4287笔，申请
金额95.69亿元；累计授信金额11亿
元，累计放款金额超9亿元。成立未
满半年的金融服务平台，如何取得如
此成绩？其魅力在哪？下一步又会有
什么样的突破……对此，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平台引金融“活水”
浇灌小微融资“旱田”

信息不对称、融资渠道不通畅、
手续复杂、周期长、对接不精准等，曾
是中小微企业在融资路上常遇到的
难题和“关卡”。如何解？怎么破？
平台首先瞄准打通政银企信息孤立
壁垒下功夫。

“目前，平台共有省内327家金融
机构（含银行市县支行、担保机构）入
驻，上架235款金融产品，其中纯信用
类产品占比达35%以上。我们还安
排融资顾问全程跟踪服务、开通服务
热线、建立工作群等，建立良好沟通机

制。”海南省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文于佳介绍。

在平台上，找金融机构不再难，找
产品亦能一目了然——平台增设多项
特色服务功能，结合企业用户实际需
求，开设抗疫、政策、担保等产品专区，
归集上架多款抗疫产品，归集全省各
类贴息惠企政策，打通银企业务互荐
功能，为企业引入融担机制；打通海易
办、微信前端注册登录入口，提升平台
使用便捷性。

在推动实现融资供需精准对接
上，平台开展线下面对面宣传活动，与
省发改委、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等部
门和多个市县，以及省内其他服务中
心、创业孵化基地等合作，携手开展
26场线下银企宣传对接活动，为企业
提供面对面、点对点融资服务。

此外，平台增设18个市县分站，
逐步构建总分站运营模式，形成全省
一张网的运营布局，进一步贴近市场，
深度挖掘企业融资需求，充分整合市
县资源上线。符志远的50万元贷款
需求，正是从平台海口分站发出，然后
得到海口农村商业银行快速响应、积

极对接。

“五心”特色服务
让企业愿贷、能贷、好贷

1000 万元，3 天。这是海南勤
富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平台，获批贷
款的总额度和用时。“平台简化了贷
款程序，只需通过线上操作，就能办
完大部分手续，既能快速获贷，还省
了不少麻烦。”该公司董事长助理高
本福说。

企业省心省力省事的背后，得益
于一项“五心”特色服务。

作为智慧海南34个重大工程项
目之一，平台集智慧融资、智慧跨境贸
易金融、智慧政策和智慧监管四大服
务功能模块于一体，通过接入30多个
政府部门超100类核心政务数据，提
供产品贴心、体验舒心、服务公心、隐
私安心、监管放心等“五心”的特色服
务，让企业愿贷、能贷、好贷。

“以体验为例，企业主只需一部手
机，最快可在平台实现一键申请、一秒
反馈、半小时放款的线上便捷操作。”

文于佳介绍，产品方面，平台汇集金融
机构各类融资产品，契合企业全生命
周期融资需求，同时提供融资智能匹
配、融资需求发布等。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还整合政府
各类惠企政策，提供AI智能查询服
务，全流程线上申请服务，推动惠企政
策“走上门”，确保企业看得到、看得
懂、用得上。此外，平台依托“金融创
新实验室”功能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空
间，实现监管放心。

“平台的建立，旨在为中小微企业
打造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一站式’
综合金融服务超市，以数字+科技+金
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海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
将不断强化平台技术支撑、保障数据
安全、加强风险管控、创新服务模式，
在二期打造绿色金融、口岸金融等更
多特色金融服务，同时向全国信易贷
建模试点城市学习，进一步提升海南
省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撮合能
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
服务。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

海南省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近半年来，累计放款金额超9亿元

引入金融“活水”浇灌小微沃土

我省拟出台助力上市企业
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日前，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起草《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助力上市企业高
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十条措施包括：设立绿色通道，建立注册专员
服务制度；加强合规指引，保障企业规范经营健康
发展；帮扶上市公司解决检验检测技术难题；持续
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行动；引导上市
公司做标准管理的“领跑者”；强化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持续推进专利开放许可和专利预警导航工
作；引导企业以品牌价值激发企业发展动能；加强
信用监管；引导上市公司建立自身信用体系；坚持
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以柔性执法助力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傅
人意）11月16日，海南省首届优质创
业企业（项目）融资路演在海口举行。
11家优质创业企业（项目）及国内50
余家投融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现场
拟融资超16亿元。

参加此次路演的优质创业企业
（项目）通过15分钟视频讲解和现场
提问的方式，向在场投融资机构介绍
本公司研发项目及融资计划，实现短

时间、高频率、面对面向投资人推介创
业项目的目的。路演企业研发项目涉
及高技术船舶、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元宇宙、外贸航运、农业
等领域。

会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基
金投资总监于海波表示，作为海南
目前较大的母基金，未来将作为母
基金FOF，通过和社会私募等投资
机构合作发起成立子基金，支持海

南省重点产业、重点园区发展和重
大项目建设。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得到创业投资资
本的密切关注和格外青睐。我省备案
的创业投资企业迅速增至23家，资产
规模达88亿元，投资项目106个，投
资总额38亿元。海南创业投资行业
正在快速形成，创业投资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全国私募基金
投向我省的在投项目407个，在投金
额为846亿元，注册在我省的私募基
金在我省投资金额为155亿元，主要
投向计算机运用、医药生物、传媒和原
材料等领域，符合四大主导产业发展
方向。

在场路演的创业企业一致认为，
首届创业企业（项目）路演活动的成

功举办，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海
南自由贸易港欢迎创投企业、股权基
金和科技创新企业落地，在海南投资
兴业。

活动由省发展改革委主办。省
财金集团、海控基金、鲲腾基金、银
河证券、自贸港基金、澄迈发展基
金、万联证券、华夏瓴投基金、格行
资产等部门和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
金参加活动。

我省首届优质创业企业（项目）融资路演活动举行

11家企业拟融资超16亿元

遗失声明
海南容达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发票章、
（杨建曾）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树川种植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BW2MB31J）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
（宗雪）法人章，声明作废。
●北京京师（海口）律师事务所于
佳鑫律师于2022年11月1日遗失
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1511297503，流 水 号 ：
11329228，现声明作废。
●海南金禧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技工学校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05000000121，声明作
废。
●海南新国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20006004001，
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医学会不慎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03503872564R，证书有效
期：2018年 9月 6日至 2023年 9
月6日，声明作废。

●海南丝路安然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
MABTH63F4D）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澄迈福山海榆大道货物运输部
遗失琼C5C206重型自卸货车的
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琼交运
管澄迈字469023062088号，声明
作废。
●澄迈福山海榆大道货物运输部遗
失琼C5C508重型自卸货车的道路
运输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澄迈字
469023062087号，声明作废。
●吴开标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一份，编
号：乡字第2017922号，声明作废。
●文昌市东路农场医院不慎遗失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编号：梯11琼
G00966（20），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东路农场医院不慎遗失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编号：梯
11 琼 G00965（20），特此声明作
废。
● 冯 石 养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4198110054751，遗失陵水
县新村镇人民政府于1986年 12
月1日开具给冯安利的《房宅定居
证明书》一份，土地面积107.5平
方米，特此声明。
●陵水椰林陵城金泉宫足浴所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新益鸿信大酒店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1476001，声明作废。
●海南游客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证
号：琼B2-20190515，声明作废。

十月田场橡胶销售公告
我司现公开销售 677.77 亩橡胶
树。标的位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
海钢十月田胶场。竞标资质：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法人经营范围必
须有木材采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
项 目 。 联 系 方 式 ：麦 先 生
13976711153。海南海钢农旅开
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3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0〕海南一中民破字第1-175号

本院审理的海南省清澜钛矿

破产还债一案，破产财产已分配完

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96条、第97条、第98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月8

日裁定终结海南省清澜钛矿破产

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2022年11月14日

公 告
海口椰妹旅行社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夏雯、符莉茹、

王毓胜、王欣慧、王小尹、麦瑞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226-231号），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

〔2022〕第 671-676 号仲裁裁决

书，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6日

公 告
海口广济元医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温小燕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438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裁字〔2022〕第 740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6日

公司分立公告
海南泰华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海南泰华
药业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
本50万元）和海口诚载信医药有
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50万
元）。分立前的海南泰华药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海南
泰华药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
法定程序实施。联系人：纪秀兰，
电话：13976553939。特此公告。

海南泰华药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4日

更换声明
万宁市兴隆进科幼儿园因转让需
要更换法人，现法人陈海秀更换成
张海洋，特此声明。

公 告
海南万众炬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田玉妮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 1142号），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751119），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2年12月29日上午九点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6日

●郭忠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100197207108012，特此
声明。
●王志丹遗失坐落于白沙黎族自
治县元门乡红旗村委会新兴村的
林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
第9918号，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金长胜维修服务中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7L667706258）（王达贵）
法人印鉴损坏，声明作废。
●海口市围棋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正本，法定代表人：
付 利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100774257096H），声明作
废。
●陈太忠（曾用名：陈泰忠）遗失坐
落于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西侧二
十一巷 22 号的房产证，证号：
01581，声明作废。
●儋州市粽子行业协会（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03098709631M）遗 失 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法定代
表人：简国平。有效期限：2021年
7月5日至2026年7月4日，声明
作废。
●王笑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
二期11幢住宅楼2223号房的房产
证，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203323号，现声明作废。
●梁花琼遗失海口万达地产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据编号：
0022115，金额：10000元；收据编
号：0022143，金额：67000元，声
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明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1117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12月2日上午
10时至2022年12月3日上午10时
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
store/s/FL4oZX）上公开拍卖：1.
戒指5枚；2.木雕一件。有意者请登
录阿里拍卖报名参与。咨询电话：
0898-31982239，地址：海口市国
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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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转 让

房产转让
我公司拟转让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光
明路金海湾花园内阳光A座802
房、阳光B座701房、阳光B座601
房三套房产，电话：13976086055。

海南华琨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出售

房屋出售
每层面积85m2，四层总计340m2，

地址：文昌市锦山镇菜市场旁，请

联系：18976579622 陈女士。

整层出售
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整层商业
楼，建筑面积880m2（现租给银行）
低价出售，请联系：18789611681。

出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注销公告
儋州市医学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469003503872564R）拟向
儋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学会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海关打造
海关AEO“金招牌”
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企业品牌升级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彭嫱嫱 王鸿啸）近日，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
有限公司通过海关高级认证，成为海口市离岛免
税经营主体首家海关AEO认证企业。这是11月
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的。

“AEO”是指经认证的经营者，AEO认证是
海关企业信用认证的最高等级，获得海关高级认
证的企业可以享受减少通关时间、降低查验率等
多项优惠便利措施。

为助力企业发展“升级”，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
关积极开展企业信用培育，提前谋划引导企业学习
掌握高级认证通用标准、单项标准，完成自我评估。
此外，该关充分发挥属地海关作用，以AEO认证为
切入点，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高级认证
企业便利措施在辖区落地，助力外贸企业提质增效。

“作为一家以进口为主的免税企业，获得
AEO认证可以压缩时间成本，有了AEO认证这
个国际互认金招牌，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也更有底
气，在进行招商、供应商选择等贸易活动时都更为
便捷。”该公司通关负责人常学珍说。

椰城海关关长何鹏飞表示，椰城海关将继续
加强对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东新区、
复兴城等产业园区，以及海口、澄迈、定安等地方
企业的政策宣传和AEO认证培育工作，帮助更
多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积
极助力企业发展。

专题 值班主任：张成林 主编：韩慧 美编：孙发强

“黑土村某幼儿园校门不远处便是
国道，来往车辆多车速快，但马路上没有
人行横道，学生出行很不安全，我们多次
向村委会反映都没有解决……”近日，三
亚市天涯区马岭大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
员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接到
群众反映的问题。

“该问题关系群众生命安全，一定要
抓紧解决。”随后，马岭大社区工作站工
作人员积极与辖区交警支队协调，组织
现场勘测，一周内便完成施画斑马线等
措施，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能够快速发现并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得益于天涯区纪委监委近年来
先行先试成立的大社区工作站。目前，
该创新举措已形成以工作站为纽带、密
切联系村（社区）纪检委员和村务监督委
员会的监督模式。

2019年，为推动监督有效下沉，扫
清基层监督盲区，天涯区纪委监委深
入开展“推动纪检监察职能向基层村
（社区）延伸”专题调研。“调研结束后，
我们以三亚建设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为契机，在马岭大社区成立区纪委监

委马岭大社区工作站，逐步实践出基
层监督新模式。”天涯区纪委监委有关
负责人说。

据了解，天涯区马岭大社区工作站
成立两年来，工作人员共参加或列席大
社区党委会和各村（社区）两委会及其他

各类会议237次，针对村（社区）小微权
力运行、民主决策、“三资”管理等关键点
进行有效监督。马岭大社区工作站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工作站聚焦基层监督

‘重点人’‘关键点’‘重点事’开展监督检
查，有效推动解决居民遇到的难题，督促

基层党组织扎实开展廉政及全面从严治
党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协调推动基层
党组织做好153项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有效补齐基层村（社区）落实巡察反
馈问题整改不严不实短板。”

天涯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还将总结工作经验，推动成立6
个大社区工作站，持续推进区纪委监委、
大社区工作站、村务监督委员会上下贯
通的监督模式走深走实，切实打通基层
监督“最后一公里”，真正让基层监督硬
起来、实起来、严起来。 （撰文/孟南）

三亚天涯区创新模式拓宽群众监督渠道

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