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1-17 星期二 新闻眼·关注 A11责编:盛望 主任:孙娟 责校:苍玲 热线:

“双基联动”合作贷款
惠及我省 200 多个村

本报讯（记者 朱西全）“建设‘美丽乡村’时，我村
个人自筹资金不足，银行得知这个情况后，陆续向村民
发放了 600 多万元的建设资金， 我村建设按期完工，村
民们住上了宽敞、 明亮、 保暖的新楼房， 光景更红火
了。 ”11 月 13 日，共和县龙羊峡镇黄河村村委会主任马
海，在青海省银行业推广“双基联动”合作贷款全面助
推“三基”建设工作会议上说。

据了解， “双基联动” 合作贷款不仅改变了黄河
村的生活， 目前， 通过 “双基联动” 合作贷款模式，
我省已设立村 （社区） 信贷工作室 307 个， 贷款业务
已覆盖 225 个村、 82 个城镇社区， 发放贷款 2.62 亿
元， 惠及农户 4699 户，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今年以来， 青海银监局按照中国银监会、 青海省
委省政府关于发展普惠金融、 加强 “三基” 的工作部
署， 选择部分银行机构试点 “双基联动” 合作贷款模
式。 从我省实践看， 通过实施 “双基联动” 不仅能够
发挥金融优势， 培育诚信理念， 实现精准扶贫， 破解
农区、 牧区、 社区贷款难、 贷款贵、 贷款慢等问题，
提高边远地区农牧民群众金融服务的获得率、 便利性、
透明度， 而且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引导群众， 服
务群众、 凝聚群众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执政水平， 推动
国家“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在基层的有效落实， 促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有利于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
求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新机制。

商铺联合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00

在青海省司法拍卖平台 （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 18
号锦园大厦 7 楼） 对大通县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屋建筑、机器设备进行整体公开拍卖。

1、 大通县人民路 70-5 商铺 ， 建筑面积
1226.8m2（以证载面积为准）。

2、地下一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1151.42m2（无
产权证明）。

3、大通县人民路 70-2 宾馆，3-6 层，建筑面
积 695.9m2（以证载面积为准）。

4、地下一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170.48m2（无
产权证明）。

5、 大通县人民路 70 号车库 2 间， 建筑面积
约 38.88m2（无产权证明）。

6、 大通县人民路 70 号库房 1 间， 建筑面积
106.17m2（无产权证明）。

7、大通县解放路 97-1 地下室，建筑面积约
268.84m2（无产权证明）。

8、机器设备包括：旧塔吊 1 座（配件不全）；
钢模板约 6 吨（以实际数量为准）。

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 (现场察看，费用自理)
报名截止时间：2015 年 12 月 7 日 16 时止

竞买须知：1、 本场拍卖会采取网络拍卖方式
（现场与远程竞拍由竞买人自主选择）；2、参
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须携带有关有效证件；3、竞
买人须缴纳竞买信誉保证金 200 万元人民币办
理竞买手续，竞买成功者保证金当即转为定金，
竞买未成功者， 会后退还竞买保证金 （不计
息）， 银行收取手续费自理。 保证金指定账户
(大通县人民法院 开户行： 工行大通县支行
账号：2806003209026403709)
咨询电话：0971-6113397���
�����������������13997275492��18997181945
联 系 人：相先生 杨先生
查 询 网 址 ：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资 产 网（www.
rmfysszc.gov.cn）
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网（www.xnpm.com）
监督电话： 省高级人民法院 0971-6163087��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0971-4119713
大通县人民法院 0971-2824091���省工商管理
局 0971-8213069

主拍方：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
协拍方：青海源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 AA 企业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的
加速转型， 客户行为特点呈现出一系
列新变化， 客户的金融消费习惯正在
被深刻重塑。 面对全新的客户需求以
及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 银行迫切需
要加速服务升级， 因客而变。

中国银行智能银行旗舰店正式落
户青海省分行并投入使用。 全新的功
能布局,在设计和装修上颠覆传统银行
网点的做法， 多种智能化设备呈现在
旗舰店内， 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业务导
览机， 只需触屏选择即可迅速了解功
能分区布局及业务办理指引； 客户通
过智能排队机取号， 等待叫号办理业
务， 期间可体验其它智能设备或咨询
相关业务。 供客户使用的智能自助终

端可直接读取二代身份证信息， 实现
电子化填单， 精简了以往先填写纸质
申请表格再由柜员手工录入的繁琐流
程， 大大缩短客户业务办理时长。 大
厅内还有金融超市、 互动桌面、 外币
兑换机、 自助发卡机、 智能贩售机、
金融产品二维码， 以及客户体验智能
手机、 IPAD、 PC 一体机等智能设备，
可为客户提供全新的智能服务体验。

智能化银行最大特点在于让服务
变得更智能、 简单和快捷， 强化“自
助、 智能” 的全新客户体验， 实现各
项业务办理的全程自助化。 中国银行
始终秉承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 着力
打造智能银行， 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
的服务。

中国银行智能银行旗舰店亮相青海

96369��8457123

本报讯 （记者 侯金花 通讯员 李晓
磊）11 月 16 日 20 时 50 分许， 青海高速
交警支队三大队接到报警称，一男子不明
路况，将车开上了护栏，有人受伤。

接到报警后， 执勤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 据出警民警介绍，事故发生在西湟高
速公路段湟源至西宁方向 1834 公里处，
上吧浪收费站岔路口处，事故造成一人轻
伤，现场护栏损坏达 10 余米。

司机赵某称，事发时，他从海西出发
前往乐都，刚好遇到重型车，为了避让前
方车辆，一时紧张猛打了方向，加之对路
况不熟悉导致发生事故。

据高速交警初步了解，事发时，车内
载有五人，司机并没有涉嫌酒驾，受伤人
员为副驾驶人员。 目前，伤者并无生命危
险。

截至当日 22 时许， 青海高速交警支
队出警民警仍在现场处置，力求尽快恢复
正常通车。

不明路况：男子开车撞上高速路护栏

行人晕倒，环卫工人帮忙扶到路边，并打 120 求助。 拍客完美组合（手机拍摄）

突发事、 有趣事、 惊奇事、 感
人事……如果您拍摄到了第一手
新闻或有趣的图片， 请及时跟我
们联系，照片刊用，稿酬优厚。

投稿方式：相机拍摄图片发送至
电子邮箱 qhdjq2006@126.com；手
机 拍 摄 图 片 彩 信 发 送 至
18697887771； 添 加 微 信 号
1710593621（微信用户名：飞雪），
申请添加时， 验证栏请注明 “随手
拍”字样；通过“掌上青海”报料上
传图片， 在手机应用程序商店搜索
“掌上青海” 下载安装并注册后，即
可在“报料”模块实现图片上传。

联系方式： 《随手拍》 栏目
负 责 人 邓 建 青 联 系 电 话 ：
18697887771

暖心

交警好样的。 拍客文声子（手机拍摄）

众人合力，扶正翻倒的三轮车。
拍客鸣哒（手机拍摄）小小善举，让人暖心。

拍客飞鱼（手机拍摄）

关爱老弱病残旅客，为他们贴心的
服务点赞。 拍客自然色（手机拍摄）

城管帮环卫工人清理路面垃圾。
拍客涛声（手机拍摄）

事故现场
图片均为警方提供

青海新闻名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