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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加“皖美消费 乐享淮南” 汽车购享节开幕式 图为赴凤台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凝凝心心聚聚力力 精精准准施施策策
工行淮南分行为助力地方经济稳增长贡献积极力量

坚定不移“进”， 全力以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工行淮南分行紧跟市委市政府和监管部门的
决策精神 ， 把助力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 引
“金融活水” 精准浇灌， 解实体经济之困。 截至 5
月末， 该行全部贷款余额 164.3 亿， 较年初增长
10.1 亿， 其中公司贷款余额站稳百亿关口， 较年
初净增 12.7 亿， 同业第一； 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
净增 7584 万， 增幅 12.3%， 有贷户 269 户， 较同
期增加 36 户， 户均余额 257 万； 绿色贷款、 战新
贷款增速超过 100%， 实现倍增； 科创贷款增速

14.56%。

千方百计“实”， 全力以赴助企纾困解难题
工行淮南分行按照应延尽延的原则， 通过续

贷、 展期为企业纾困解难， 共为 9 户小微企业办理
了无还本续贷， 涉及金额 4150 万元。 累计为 97 户
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149 笔， 金额 15010 万
元。 受疫情影响， 安徽天舰文具科技有限公司流动
资金告急， 已经启动的项目也面临停摆。 得知情况
后， 工行淮南分行迅速行动， 开辟绿色通道， 克服
交通管制、 跨区域限制流动等各种阻碍， 仅用了不
到三天的时间就为该企业审批发放贷款 400 万元，
解决了燃眉之急， 帮助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持之以恒“稳”， 全力以赴促消费稳经济
工行淮南分行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

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行对政府消费券承接工
作的安排部署， 在获悉市政府消费券发放计划后，
市分行党委书记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筹划
部署， 分管行长亲自带队赴相关机构进行精准对
接。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营销和持续跟进， 淮南
分行最终获得市政府认可， 成为在淮唯一合作商
业银行， 承办淮南市政府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

多措并举“活”， 全力以赴做好普惠金融业务
截至 5 月末， 工行淮南分行银监普惠口径贷

款余额 7.4 亿， 较年初增加 10107 万， 较年初增速
15.7%； 涉农贷款余额 12.4 亿， 较年初增加 1.3 亿。

充分利用税务贷产品拓展新客户， 实现税务贷余
额 2.57 亿， 较年初增加 4157 万， 惠及 200 户小微
企业主。 制定地方特色场景 “园区 e 贷”、 “医保
贷” 等小微企业融资方案， 通过名单制营销， 实
现 “园区 e 贷” 落地 6 笔， 金额 2190 万。 做好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振兴快贷余额 5660 万， 较
年初增加 1442 万， 惠及近 306 户农户， 得到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和省行表彰。

奋进争先立潮头， 实干担当开新局。 工行淮
南分行将秉承国有大行的金融情怀和责任担当，
积极投身于助力地方经济稳增长实践， 持续加大
信贷投放， 助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快速落地
见效。

图为实地查看某企业生产厂区

图为安徽天舰文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金融活， 经济活； 金融稳， 经济稳； 金融兴， 经济兴。 工商银行淮南分行结合实际， 迅速行动、 多措
并举、 精准施策， 把服务地方经济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提供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 加快促进消
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为助力地方经济稳增长贡献积极力量。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淮南市公安局

关于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为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坚决维护司法权威， 完善 “江淮风暴” 执行长效机制， 优化淮南法治化营商环境，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规定， 发布本通告：

一、 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淮南
市公安局将在本市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严厉惩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妨害公务，
非法处置查封、 扣押、 冻结的财产， 虚假诉讼等犯罪行为。

二、 凡在淮南市两级法院立案执行但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自然人、
法人及其他组织， 应当在本通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自觉到人民法院如实报告财产
并履行义务， 不得实施规避执行、 妨碍执行、 抗拒执行的行为。 否则， 人民法院
将依法采取罚款、 拘留、 限制消费、 纳入失信名单等惩戒措施。

三、 被执行人、 担保人、 协助执行义务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 司法机关将予以严厉打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被执行人隐藏、 转移、 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 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 转移、 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
供担保的财产，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 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 拒不协助执行， 致
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 被执行人、 担保人、 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 利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碍执行，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 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 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
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 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六） 伪造、 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 以暴力、 威胁、 贿买
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 贿买、 胁迫他人作伪证， 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
人财产情况，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七） 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 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 退出土
地，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八） 与他人串通、 通过虚假诉讼、 虚假仲裁、 虚假和解等方式妨碍执行，
通过虚构债务、 虚构优先权、 虚构租赁关系等方式逃避执行， 致使判决、 裁定无
法执行的；

（九） 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 冲击执
行现场， 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十） 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 围攻、 扣押、 殴打， 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十一） 毁损、 抢夺执行案件材料、 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 执行人

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 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十二）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 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十三） 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 在本通告发布后、 移送立案侦查之前到人民法院积极履行义务且违法犯
罪情节轻微的， 人民法院可以不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向司
法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罪行的，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主动投案并积极履行
义务的， 检察机关经审查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 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在本
通告发布后仍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或者拒不投案自首， 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
处。

五、 教唆、 帮助债务人实施规避执行、 妨碍执行、 抗拒执行等行为的， 按照
司法处罚、 治安处罚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 广大群众尤其是申请执行人要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积极举报违
法犯罪人员并提供线索， 支持和协助司法机关依法打击拒执犯罪活动， 共同维护
社会秩序。 司法机关将为举报人严格保密，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依法从严惩处。

线索举报电话： 6612226
特此通告。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淮南市公安局
2022 年 6 月 1 日

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三能” 助力国家双碳战略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为 “绿色

低碳， 节能先行” 全国节能宣传周， 中国移
动主动承担央企责任，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碳
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 面对新形势、 新要求，
探索新思路、 新方法，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 创新建立 “三能” 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

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

节 能

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率先创新 5G AI
节电技术， 降低基站远端设备功耗， 实现基
站节能 。 AI 智能节电技术根据现网数据建

模， 通过自学习进行迭代优化， 输出最优化
节能方案。 实时检测网络覆盖、 KPI、 用户体
验， 在不影响 5G 基站业务前提下制定出差
异化的节能策略， 并自动调节参数。 相对于
传统定时节能， 单站节能关断时间更为智能
合理。 截至目前， 已在全市部署超过 600 个
5G 基站， AI 节电相对其他节能方式每年可
多节电 275.5 万度， 按电费单价 0.62 元/度测
算， 多节约 170.81 万元。

洁 能

根据国家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部署， 网
络建设和维护工作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
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不断创新维护方式， 通
过光伏摄像头完成传输线路盯防工作， 提升
智能化代维水平。 智慧盯防系统提供从需求
上报、 设备安装上线、 系统参数设置、 调度
处理到隐患闭环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完成
不同环节的无缝衔接， 实现危险源的精准识
别和通信管线的可视化管理， 有效降低故障
发生率。 另外， 淮南分公司已完成 22 处光伏

基站现场勘查设计， 基站通过采用光伏电池
技术， 提升清洁能源供给比例。 2021 年单位
电信业务碳排放总量较 2020 年下降 8%。

赋 能

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将 5G 技术引入智
能煤矿建设， 推动煤矿智能化升级转型,发挥
信息化技术助力社会节能减排的杠杆作用 。
5G 智慧矿山项目采用 5G SA 架构的端到端
网络切片和 MEC 技术， 提升了从掘进、 采
煤到运输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 加速了煤炭
行业使用清洁能源的进程。 采用 5G+AI 解决
方案实时监控井下状态， 提升无人操作自动
化水平， 可有效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既
提高了煤矿生产效率 ， 又提升了开采效率 ，
同时节约井下生产单位人力超过 10%。

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将持续推进节能减
排工作， 发挥信息技术优势， 促进经济社会
绿色转型，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助力国家尽
早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计划， 为建设美
丽中国贡献 “移动力量”。 赋赋能能：： 55GG智智慧慧矿矿山山

赋赋能能：： 55GG智智慧慧矿矿山山

节节能能：： 55GG AAII 智智能能节节电电平平台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