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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海南资本市场在行动

海南股交推十条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林彬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我省“一手抓疫情
防控 一手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海
南股权交易中心制定了“抗击疫情，助力
中小企业发展”十条措施，与各挂牌企业
和会员单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转入
“线上”
模式
据介绍，海南股交现已完成银行三
方存管对接，线上股权转让系统已建立，
可提供线上股权转让服务。合格投资者
可通过海南股交线上股权转让系统转让
交易板挂牌企业股票，在线上完成资金
的清算和交收。
此外，海南股交还开通了股权登记
托管线上办理服务。为避免人员聚集带

来的感染风险，在疫情解除前，非上市商
业银行及股份公司股权登记托管工作暂
定采取电话、邮件咨询，电子资料审核受
理，线上办理方式，待疫情解除后再补交
纸质档材料。
同时，优化挂牌服务流程，在疫情解
除之前，企业挂牌的相关工作将采取线
上的方式进行（提交电子资料）。

减免费用促融资
海南股交将对参与疫情防控的医疗
类挂牌企业、针对向疫区捐物捐资、参与
建设的挂牌企业、会员机构，减半收取
2020 年度年费。为缓解因疫情造成的企
业运营成本增加，对交易板挂牌企业减
免 2020 年股权质押、转让手续费。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农业类企业，海
南股交提供创新众筹“绿色通道”服务，
一对一专人对接符合条件的企业，优先
审核，优先备案，提高融资服务效率。同
时联合银行、担保、小贷等金融机构，帮
助企业多渠道获得低成本融资。
为解决挂牌企业因疫情导致的资金
周转困难，海南股交联合深交所旗下深
圳证券信息公司，为企业提供线上融资
路演，
对接全国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

优化各项服务
在优化信息披露服务方面，
因疫情影
响导致审计工作无法按时完成的挂牌企
业，
可适当延长审计报告报送时间。海南
股交将设立专职人员，
解答本次疫情涉及

的信息披露业务。对于延长审计报告报
送的时间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并及时披露本次疫情造成的经营风险。
对在抗击疫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挂
牌、拟挂牌企业，疫情解除后，海南股交
将免费举办抗击疫情专场挂牌仪式和宣
传服务，对挂牌企业积极开展企业自身
疫情防控及驰援疫区提供财务捐赠、技
术支持等情况进行宣传，助力企业提升
社会形象。
此外，海南股交还将深入了解挂牌
企业、会员机构受疫情影响情况以及各
方面的需求，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作用，帮助企业对接省内其他金融机
构，全力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难题，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挂牌企业、会员机
构恢复生产经营贡献力量。

紧急集结商议援助保障事项

海南橡胶捐赠 1050 套乳胶床垫和枕头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吴思敏
湖北疫情牵挂着远在 1500 多公里外
的海垦人的心。在海南橡胶临时办公点
——海南省农垦总局西大院办公楼楼
顶，灯火通明，这里忙碌而又暖心。2 月 6
日晚，在海垦集团的统一部署下，海南橡
胶连夜紧急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海南
橡胶援驰湖北省，向疫区 6 家医院捐赠乳
胶床垫、枕头等事宜，商讨特殊时期下如
何尽快科学有序恢复开工，保障疫区医
院床上用品供应。
据了解，自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海南橡胶主动
对接湖北省的慈善机构，了解到由于新
冠肺炎患者数量不断上升，疫区许多医

院临时增加床位但急缺床上用品这一情
况后，海南橡胶立即行动，用了 5 天时间
加班加点赶制出了 1050 套床乳胶床垫和
乳胶枕头，总价值 105 万元，捐赠给湖北
省 6 家医院，并于 2 月 6 日凌晨，连夜从位
于江苏省扬州市海南橡胶旗下的爱德福
乳胶制品公司组织车辆运输，急速奔赴
湖北 6 家医院。
“我们了解到武汉目前正紧急建设
‘方舱医院’，现在急需 2 万多套床垫和枕
头。但受疫情影响，
我们工厂还没有完全
恢复开工，
这也大大制约了生产能力。
”
“现在是特殊时期，如何科学有序地
恢复开工，
这要好好思考。
”

“疫情阻击战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疫
区人民等不了！”
……
会上，海垦集团副总经理、海南橡胶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任飞和与会党委成
员就如何恢复开工，保障疫区医院床上
用品供应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抗击疫情是全国的大事，不能等！
一定要在做好科学防范的基础上，开足
马力，全力生产疫区医院所需物资，这是
我们的国企担当。”王任飞表示，海南橡
胶将在海垦集团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开工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尽最大努力保障疫区医院床上用品

的供应。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海口市计划暂时
征用海南橡胶部分土地建设猪场，保障
全省“菜篮子”
“肉篮子”供应事宜。王任
飞表示，海南橡胶将全力以赴配合政府
抗击疫情，扛起国企担当和企业社会责
任，
为我省保供稳价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此次海南橡胶捐赠的 1050
套乳胶床垫、乳胶枕头已于 2 月 7 日晚抵
达湖北，分别捐给武汉亚心总医院（武汉
亚洲心脏病医院）、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
院（协和江北医院）、嘉鱼县中医医院（小
汤山）、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崇阳县人
民医院、咸宁市中医医院。

抗击疫情 海南金融业在行动
海南工行高效服务 优惠利率

1000 万元信贷助力企业采购防疫物资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陈明
皓）
“我们采购的酒精、抗病毒药品等防疫
物资已经下单，感谢海南工行的 1000 万元
的流动资金贷款，不仅及时为我们提供资
金，保障物资采购的正常运转，还在利率
上给予我们优惠。”海南某药业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企业以医药代理、医药物
流配送为主，是国内多家知名医药生产
商在海南省的独家代理公司。同时，该
企业在海南具备完善的销售配送网络，
主要服务对象为省内各大医院及市县级
医院、乡镇卫生站、零售药房等，是海南
重要的医疗物资配送供给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企业
做为海南省内具备药品配送资格的药业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采购及配

送酒精、口罩、防护服等医疗耗材。
随着疫情的发展，该企业逐渐出现了
资金缺口。2 月 5 日，该企业急忙向工行
海口海甸支行提出 1000 万元流动资金的
贷款需求。
接到请求后，海南工行依据总行“关
于做好疫情期间普惠金融工作的通知”，
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积极做好相关协调工
作，提前通知相关岗位人员就位。工行海
口海甸支行于当日上午迅速收集完客户
资料，安排客户经理加快贷款材料调查流
程，同时将相关材料上报工行海南省分行
审批部门。
工行海南省分行当日即完成了贷款
审批等相关工作，并给予企业贷款利率优
惠。从接到企业诉求，到材料收集、调查
审批、贷款发放，工行海南省分行仅用了

一天。
“1000 万元的贷款当天就到账，这让
我们太意外了！”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说，正
是及时补充了流动资金，企业采购得以正
常运转。
“现在，防疫物资需求激增，不少医
药服务企业面临资金链紧张的困境，海
南工行将全力保障企业和客户的金融服
务 需 求 。”工 行 海 南 省 分 行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工行
海南省分行将在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践行
“工银普惠行”，提升小微企业服务效率，
全力做好抗击疫情相关企事业单位的金
融支持服务。

广告

中银上海金 ETF 获批
跻身首轮获批名单
日前，业内首批上海金 ETF
基金获批，中银基金旗下中银上
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成为本轮获批的四只基金之一。
在 2019 年 7 月公布的第二届
济安金信“群星汇”评选榜单中，
中银基金成为指数基金管理能力
评分最高的两家公司之一，并荣
获“ 指 数 型 基 金 管 理 奖 ”。 近 年
来，中银基金及旗下产品、基金经
理在金牛奖、金基金奖、明星基金
奖、晨星奖、济安“群星汇”及英华
奖等多个业内权威评选中荣获近
90 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