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
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徐州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对该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进行核准，允许其向社
会公开销售，现公示如下：

开发公司名称：徐州锦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项目名称：林樾花园
项目位置：睢宁县永安路18号
预售楼盘名称（编号）18、19、21号楼
预售面积：28503.54平方米
土地证号：苏（2020）睢宁县不动产权第0010305号
规划许可证号：建字第320324202000054号
规划用途：住宅
施工许可证号：320324202007210101
预售许可证号：睢房售许字（2020）第077号
销售负责人：仝璐
联系电话：88318888
预售款监管机构：睢宁县兴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监管银行：江苏银行睢宁支行
监管账号：60330188000236673
监管机构电话：88387718
监督电话：88328067

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8日

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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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做好

“六稳”工作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地方农村金融机构决策
链短、机制灵活的独特优势。
睢宁农商银行通过强化信贷管
理、创新金融产品、降低融资
成本、优化金融服务等方式，
为支持稳企业保就业贡献应有
的力量。

强化信贷管理，确“保”
资金支持到位。一是结合实际
制定《“支农支小”工作方
案》、《“百行进万企”工作实
施方案》等，深入开展普惠金
融“进村组（社区）、进市场
（街道）、进企业”活动，对农
业生产、季节收购、旺季进
货、订单周转等临时性资金需
求，早介入、早调查，对失
业、贫困、因疫受困的个体、
农户、民营和小微企业实行常
态化联系，纾困解难满足资金

需求。二是充分利用小微企业
走访建立的“白名单”制度、

“百村万户”工程建档授信和
大数据平台等信息资源，筛选
出民营和小微企业客户，适度
放宽信用贷款额度，着力推进

“五个重点”支持：即重点支
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当
地产业规划的重点行业；重点
支持科技创新潜力大，征信、
环保、纳税记录良好的优质民
营企业；重点支持就业吸纳能
力强，带动就业优势明显的优
质龙头企业；重点支持所获金
融支持相对薄弱的个体工商户
好小微企业主；重点支持发展
潜力较大但暂时因疫受困的企
业。

创新业务模式，确“保”
宣传投放到位。一是科技创新
为产品赋能。推进线上平台建
设，自主研发“惠宁小贷”线
上平台，实现在贷款限额内线

上随用随贷、循环使用，至6
月末，共通过线上平台签订小
微企业贷款合同3153户，用
信金额39545万元。二是发挥
政银合作优势。参加睢河、沙
集及岚山等镇区政银企推荐
会，开展银企一对一座谈，结
合各项优惠政策，宣传介绍小
微企业特色产品的额度、利率
及担保方式，做好支持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定向投放。对符合贷款
准入条件、融资需求1000万
元以下的民营和小微企业做到
能贷尽贷。三是加强名单制管
理。通过“百行进万企”活
动，共对接企业2555户。至6
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146.17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30.46亿元，较
年初上升7亿元，高于各项贷
款平均增速25.92个百分点，
银企对接工作初见成效。

降低融资成本，确“保”
政策落地到位。一是该行根据
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行业特点、
经营状况、信用记录、抗风险
能力等因素，在现有各档次利
率的基础上将普惠金融定向降
准、千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
利息免收增值税等国家政策红
利。二是充分落实无本转续贷
政策，提高无还本续贷产品在
小微企业贷款中的比重和范
围。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
贷款期限，减轻企业倒贷成
本。三是在民营和小微企业办
贷过程中，结合同业金融机构
利率水平和我行发展实际情
况，科学确定服务价格，合理
减费让利，切实降低小微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

优化金融服务，确“保”
服务质效到位。一是搭建小微
金融专营平台，专项对接辖内
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对小微

信贷业务实行“集中决策、分
级授权、有效监督”模式，同
时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度，对
无需授审会审议的贷款应在1
日内审查审批完毕；对用款急
切的企业，召开临时授审会，
微信群内商讨表决，加快中小
微贷款办理速度。二是进一步
放宽前台业务部门对小微企业
授信业务的自主调查权，并将
需提交授审会审议审批的额度
适当提高，缩短业务审批链
条。进一步放宽公司类贷款业
务用信审批权限，对单户用信
金额500万元以下的公司类贷
款业务经办行用信自主审批。
三是用好《尽职免责办法》，
让客户经理对民营企业敢贷、
愿贷、能贷，从而做到办理业
务时间短、效率高，契合小微
企业融资“短、小、频、急”
的要求。

(魏威 胡云飞）

睢宁农商银行：“四措四保”促政策稳落地

日前，徐州市2020年7
月份驾校考试质量排名情况
公开发布，县运输公司驾校
综合合格率在各县（市）区
中排名第一，综合排名全市
第一。

此次参评的驾校全市有
59家，在县（市）区31家驾
校中，县运输公司驾校综合
合格率85.96%，超过综合合
格率为83.53%第一名的广大
驾校。

县运输公司驾校成立于

2011年10月，为县交通运输
局所属国有集体制一级驾
校，拥有各种教练车152台，
可培训 A1、A2、B2、C1、
C2机动车驾驶员，以及道路
货物运输驾驶员、网约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具有一
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办学
条件、一流的教练队伍。

一直以来，该驾校秉承
“学员满意是我们的最大追
求”的服务宗旨，把学员过
关率高不高、学员技术掌握

实不实、学员评价好不好作
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追求和
衡量自身的标尺。在教练员
管理上大力倡导“不抽学员
一支烟，不喝学员一瓶水，
不吃学员一顿饭，不拿学员
一分钱”；在教学管理方面，
针对学员层次不同、文化水
平结构不一情况，采取因人
施教、因材施教的教学方
法，对每一名学员负责。成
为徐州市驾培行业的先锋驾
校。先后多次荣获江苏省金
牌驾校、江苏省最具责任感
金牌驾校、江苏省五星级驾
校、全国行业自律先进驾
校、江苏省优质诚信驾校、
江苏省AAA级信誉驾校、徐
州市“十佳诚信驾校”等一
系列“高含金量”的荣誉；
教练员魏亮被评为“全国驾
培行业文明诚信优质服务优
秀教练员”，魏礼清、房庆被
评为“机动车驾驶培训明星
教练员”。

（通讯员：吕立鹏）

县运输公司驾校荣登徐州市驾校考试质量排行榜首

（上接2版）并在24小时之内将
处理结果回复给专席话务员。

李先生告诉记者，这件事
很小，起初他拨打“12345”政府
服务热线，也是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没想到话务员和城管局
的工作人员效率都这么高。“以
后遇到困难，我们还会向热线
求助。”李先生说。

今年1~3月，涉及城管类
工单派件508件，城管专席4月
入驻，工单派件92件，大幅度减
少，专席人员从4月至今直接对
接处理1642件。“因涉及城市管

理的问题较多，每年受理工单
量都是第一位，容易造成积
攒。设置城管专席，可以充分
发挥其工作人员专业性，及时
解释实时政策和对接工作人
员，随时处理随时回访。”睢宁
县“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话务
班班长钱妍告诉记者。

机制完善
群众满意率94.6%
睢城街道后园社区的居民

刘先生，向“12345”政府服务热
线反映，社区内有条南北通向
的路，路东侧道路积水严重，影

响出行。
接到刘先生的诉求后，

睢城街道后园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由于原城市管网老
旧，雨季来临短时强降水造
成积水，已责成社区打报告
向上级单位反映该问题，争
取 纳 入 维 修 计 划 。 在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回访
时，刘先生对睢城街道后园
社区的答复表示满意。

据介绍，“12345”政府服
务热线是睢宁县政府建立的
公开电话综合平台，共有 91

个成员单位。平台按照统一
受理、分类处理、限时办结、
错误问责、谁主管谁负责、谁
办理谁答复及首接负责制的
原则，受理群众反馈的问
题。按照规定工单派发至相
关单位后，相关单位需要在
3~5工作日之内回复处理结
果，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回
访机制。

“我们的话务员会对每
一个工单进行电话回访，将
处理意见告知来电市民，市
民会对针对此回复进行满意

度回答。”钱妍介绍道，如果
满意，我们这边就正常审结
该工单；如果不满意，此工单
将会退回进行重新办理。

今年以来，睢宁“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共接处市民来
电86256个，生成工单 48490
个。其中，热线前台直接回
复 28849 件，向涉及诉求事
项处理的成员单位派发电
子 工 单 19641 件 ，办 结 率
95.7%，回访满意率 94.6%，
接到并回复徐州市派送工
单 2825个。

睢宁“12345”：全年“不打烊”的“解忧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