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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万多人次“打卡”
海南便民服务站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只要带上身份证，在政务便民服务
站可以查询和打印公积金贷款信息，特
别方便。”在海口市建行大英山支行政务
便民服务站里，市民陈瑶在智慧政务机
上输入自己的相关等信息后，顺利地打
印了公积金贷款信息。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结合
越来越紧密，海南政务服务不断向移动
端延伸，在提高服务能力和工作效率的
同 时 ，也 方 便 了 广 大 市 民 办 理 相 关 业

务。截至目前，政务便民服务站上线已
有一个月余，累计为市民办理政务事项
72698 人次。
据介绍，海南政务便民服务站是省
政务服务中心和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合作开发建设的便民服务项目，是省政
府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助力海南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的创新
举措。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大数据局和
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于 2019 年 10 月签

署《海南智慧政务便民通合作协议》，选
择省公安厅、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省
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三家单位为首批政
务事项上线单位，经过 5 个月政务事项
梳 理 和 项 目 开 发 ，于 4 月 11 日 上 线 运
行，一期事项 153 项，包括临时身份证明
打印、交通违法处理、出入境办证进度
查询等 115 个公安事项；公积金贷款信
息查询/打印、住房公积金提前部分还
款、个人缴存证明打印等 18 个公积金事

项；社保缴费明细查询、养老金发放信
息查询、各险种缴费清单打印等 20 个社
保事项。
广大群众可在分布于全省各级政务
服务中心、公安派出所及办证大厅、建行
营业网点、建行裕农通服务点、社区、药
店、超市、便利店的 400 个政务便民服务
站凭身份证并通过“刷脸认证”自助办
理，将极大地方便群众随时随地就近办
理各种事项。

金融助力海口江东新区发展

农行海口江东分行揭牌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傅碧
珊 林慧）2020 年 5 月 15 日，中国农业银
行海口江东分行揭牌仪式在海口江东新
区成功举办。这是海南省金融机构在江
东新区设立的第一家二级分行，它的正
式运作，标志着海南农行金融服务与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又一次深度融合。
据介绍，设立海口江东新区，并将其
打造成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集中展示区，是海南省委、省政府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在深入调研、统筹规划的
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提供更
好更优的金融服务平台服务江东新区，

农行海南分行全力推进江东分行建设，
在筹建期间，专门成立了服务团队，提供
综合化金融服务，成功对接多个企业和
项目,与江东新区实现同频共振。
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党中央决定支
持海南全岛建设自贸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自贸港建设以来，农行海南
分行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
勇当服务海
南自贸区（港）的先行军和主力军。农总
行和农行海南省分行联动率先出台了《自
贸区（港）全面金融服务方案》，高效完成
三大自贸系统上线，
成为首批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为客户提供在线跨境贸易金融
服务的银行，
主动对接自贸港建设重点项

目 400 多个，与多家总部企业开展融资业
务合作，
承销地方债 130 亿元，
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持续输出金融动力。
未来，农行海南分行将按照“打造服
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首选银行”的目标，
围绕“江东新区以都市型产业为主要形
态，构建‘临空经济+服务经济+生态经
济’的开放型、创新型产业体系，形成以
总部经济为引领，以金融、旅游、科教、文
化创意、数字贸易等为补充的产业框架，
打造‘海南智汇中枢，都市产业范本’”的
发展要求，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综合金融
服务体系，为推动江东新区发展注入金
融活力。

5 月 15 日，
农行海口江东分行揭牌。
海南农行供图

工行海甸皇冠支行堵截一起电信诈骗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陈明
皓 欧昭晖）近日，工商银行海甸皇冠支
行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为客
户保住了 10 万元资金。
当日上午，一对年迈夫妇来到该营
业网点办理取款与汇款业务，要求从卡
内取出 10 万元后，全额以现金汇款的形
式汇入某账号。看着夫妻二人神色慌

张，业务办理期间电话不断，银行大堂经
理员立即上前询问该笔资金的汇款用
途，但夫妻二人情绪十分激动，拒绝任何
人的帮助。
“我马上就意识到他们可能遇到了电
信诈骗。”工行海甸皇冠支行大堂经理
说。他一面示意柜台人员拖延时间，
一面
耐心劝解客户不要轻易给陌生人汇款。

如

南 海 潮

如果你是风
请把我带到最高的山上
我已厌倦不平的地面
我要看到最早的太阳
如果你是船
请把我驶向最远的岸边
我不愿在苦海中起伏

果

船已经抛锚
云已经消散
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

如果你是云
请把我飘向最蓝的天空
我无法忍受雾霾的窒息
我要在最纯洁的世界里自由呼吸

那也请你：
把光留给太阳
帆留给小船
心留给家

如果太阳已被乌云遮住

当嫩叶挂满枝头之时，
你已花落成空，
你的色彩，
犹如红色的初心，
从未因岁月而改变；
你的花枝，
犹如革命的旗帜，
始终为信仰而飘扬；

可以确认该事件为一起诈骗案件，客户
最终取消了相关业务办理，
“要不是有你
们的提示，我们今天就损失 10 万元了，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
夫妇二人说。
下一步，工行将严格按照监管单位
的要求，加大防诈骗宣传力度，充分发挥
银行在电信诈骗防范重的最后防线作
用，
在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东方市首笔政策性
芒果保险完成赔付

陈龙

我要在那海的尽头安家

木 棉 花
一朵没有绿叶陪衬的孤芳，
一段凝聚信仰的花期，
人们称你为英雄之花，
你如高举的火炬，
照亮了革命征程。
你如星星的之火，燎原了中华大
地。

几经询问后，夫妇二人告诉银行工作人
员，他们接到电话称女儿遭遇绑架，对方
要求将 10 万元以现金汇款形式汇入指定
账户，
并威胁
“如果报警，
立马撕票”
。
了解情况后，大堂工作人员提醒客
户拨打其女儿的手机号码，对事情进行
确认。在经过多次尝试后，客户拨通其
女儿的电话，发现没有绑架一事。至此，

梁磊
你的花朵，
犹如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祖国河山。
你的一腔热血，
终将换来人间最美的春天。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日，东方市
政策性芒果种植保险赔款仪式在东方市
感城镇公爱农场举行，中国太保产险东
方支公司将东方市首笔政策性芒果重大
灾害保险赔款 216.21 万元赔款送到施建
明等芒果种植户手中。
据悉，
东方市芒果重大灾害保险承保
84户，
承保数量9.72万株，
总保额971.95万
元。自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
受
“木恩”
台风及阴雨天气影响，
东方市芒果
受到严重损失，
经损失核定，
东方地区总计
赔付金额216.21万元，
惠及50户种植户。
中国太保产险海南分公司于 2014 年
在全国首创推出芒果重大灾害保险，海
南省政府及东方市政府为种植户提供每
株芒果保险费 40%比例的补贴，
减轻种植
户的资金压力，提高了芒果种植户的抗
风险能力，切实加强种植业风险的有效
管理，
为海南省芒果产业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