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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昨天召开!三防"领
导成员扩大会议# 分析今年防汛防风抗旱
趋势#研究部署了今年的!三防"工作$海南
日报记者获悉# 三亚市今年将以水库防汛
安全为重点#强调组织到位%工程到位%预
案到位%队伍到位%物资到位#全力做好今
年!三防"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
损失$

三亚市 !三防" 指挥部有关负责人指
出#东部海棠湾镇局部河段两岸地势低洼#

易受洪水威胁&中部市区排涝设施薄弱#榆
亚路红沙段等 !!处地段遇暴雨积水严重#

责任单位应尽快完成城市排涝工程建设#

确保台风暴雨期间城市交通畅通& 西部天
涯%崖城%育才镇为山洪%泥石流灾害和低
洼易涝多发区$ 目前应加快山洪灾害防治
非工程措施建设# 完善组织机构% 防洪预
案%抢险队伍%物资储备%应急响应等措施#

确保防洪安全$

地处三亚的农场管辖的水库今年也将
放在!三防"工作的重点$近几年#三亚市防
汛工作重点和难点在于农场管辖的水库防
洪安全问题突出#如红星%建国%道宁%黎华
等水库存在防洪标准低%安全隐患多%安全
设施不足%管理不规范等多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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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2000套公共租赁房开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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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三亚今年的公共租赁住房进入申报审
核程序# 凡在三亚无住房或未租住公房#两
人 !." 以上家庭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以下# 单身人士月收入 &%##元以
下等人士均可申请$

为解决超出廉租房条件% 又无能力购
买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住
房问题# 今年三亚将建 "### 套公共租赁
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相比#公共
租赁房具有租金水平低# 租赁关系稳定等
优势#而且覆盖面较广#不仅包括本地中低
收入家庭# 还将惠及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
工人员$

此次申请三亚公共租赁房者应具备以

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年满 !'周岁&二是申请
人及配偶在三亚无住房或未租住公房&三是
两人!."以上家庭申请的#"#!# 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 !$%"#元!."以下#单身人士申请
的#月收入 &%##元!."以下&四是已与用人
单位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除了具备前
面三项规定外#还需连续在三亚市缴纳 (个
月以上社会保险费!/0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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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外地来三亚的灵活就业人员或
个体工商户#除了具备一%二%三项规定的条
件外#还需连续在三亚缴纳 (个月以上社会
保险费&六是已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双
限房并取得租住或购买资格的#不得再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

此次公租房申请时间为 %月 )!日至 (

月 !*日#审核分初审%复审和终审#终审时间
为 '月 !!日至 )!日$ 申请实行!三级审核%

两级公示"机制#初审期间#社区居委会或所
在单位在受理申请 !#个工作日完成#并在本
辖区%单位公示 $天$ 复审由区管委会%主管
单位收到申请材料 $个工作日内审查# 做出
复查意见后上报三亚市统计局# 该局进行材
料把关%数据汇总#转住建局$ 三亚市住建局
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终审# 符合条件的
应在有关媒体%网络上张榜公示 !#天#无异
议后纳入公租房保障对象轮候配租$

申请可以家庭%单身人士%多人合租方
式进行$ 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属于三亚市城区内本地居民的#向户籍所在
地社区居委会申请#在市城区内灵活就业的

人员#向就业所在地社区居委会申请#机关%

国有企事业新就业人员和企业单位务工人
员#向所在地单位申请$

申请人应提供的材料包括三亚市公共
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身份证%结婚证%户口
簿的原件和复印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的#需提供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
照%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和住房证明以及社
保经办机构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属于居民
家庭和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的#需提供社区居
委会出具的就业%收入和住房证明$ 户口是
三亚市以外地区的# 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证
明&机关%国有企事业新就业人员和企业单
位务工人员申请的#由所在单位出具住房和
收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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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记者今天从三亚警方获
悉# 三亚市两家酒店不按规定申报免签团
住宿登记#被三亚市公安局依法查处#公安
机关依法对这两家酒店作出责令改正#予
以警告并分别处 %### 元和 !#### 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为实现境外人员入境%居留%

出境全过程动态管控#近期#三亚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以加强临时住宿登记
管理工作为切入点#依托省公安厅出入境
管理局免签团管理信息系统#不断强化对
不按规定申报免签团住宿登记的酒店的
查处力度$

经查#由海王国际旅行社接待的 !(名
韩国免签团游客于 "#!!年 &月 "*日入住
三亚美丽春天酒店# 由海口中国青年旅行

社接待的 !" 名马来西亚免签团游客于
"#!!年 %月 )日入住三亚秋林云宴酒店#

这两家酒店接待免签团游客入住后# 由于
前台工作人员疏忽#均没有在 "&小时内向
公安机关报送免签团成员的入住信息$

截至被警方查获# 这两家酒店仍未将
上述免签团外国人入住信息登记并上传报
送公安机关$ 三亚警方依法对三亚美丽春
天酒店作出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并处 %###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对三亚秋林云宴
酒店作出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并处 !####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亚警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外国
人免签证来琼旅游团服务和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 旅游饭店应当通过旅馆业治安管
理信息系统如实登记% 实时报送外国人免
签证来琼旅游团成员的入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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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是孩子们的节日#为了让小朋友们
和家长度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 三亚各大
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在 (月 !日当天# 天涯海角游览区将
向全省居民免费开放$ 岛内居民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DEFGHIJ"

#可免费游
览该景区$

大小洞天旅游区推出了亲子优惠套
餐$ (月 !日至 (月 (日#岛内 !&周岁及以

下儿童凭学生证或户口簿可免门票进入景
区参观&同行的家长实行!买一送一!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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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措施#即两名同行家长只需购买
!张门票$如果小朋友刚好满 !"周岁!MN

O"

#还会获得由大小洞天公司赠送的 !份
精美礼品$ 在活动期间#岛内小学教师凭教
师证也可免费进入大小洞天景区游玩$

此外# 全国各地未满 !' 周岁的小游
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购买半价门票
游览南山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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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今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
的第 "& 个世界无烟日# 针对官兵吸烟
人数较多的情况#海南海警二支队积极
响应无烟日号召#从关心官兵身体健康
出发#开展!抵制烟草#创建无烟警营"

活动$

当天# 该支队采取发放禁烟宣传单%

悬挂横幅%观看教育片等方式#向官兵形
象生动地介绍烟草中的有害成分#使官兵
清楚地认识到吸烟对自身和他人造成的
巨大伤害#广泛动员和鼓励全体官兵积极

参与控烟$ 该支队还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
作场所全面禁烟# 设立专门的吸烟区#并
指派!环境监督员"对!老烟民"加强帮扶
督导#为官兵营造健康%清洁%绿色的工作
生活环境$

官兵们表示# 要以世界无烟日为契
机#自觉抵制烟草#主动戒烟#积极向群
众宣讲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危害# 推进室
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烟# 减少烟草
烟雾对公众健康的危害# 让更多的群众
参与控烟履约# 营造全社会支持控烟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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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傍晚# 三亚湾边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
声$ "##余名小朋友与家长共同系上!蓝丝
带"# 和志愿者们一起清理沙滩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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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的陪伴下#小朋友们首先上了一
堂海洋知识课$ !蓝丝带"大学生志愿者组织
孩子们开展!海洋环保卫士"游戏竞赛#还进

行了有奖知识问答$

!保护海洋#就要从孩子做起$ "参加活
动的三亚金太阳幼儿园园长马小亚表示#通
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呵护蔚蓝"的环保理
念穿插其中#让小朋友在游戏过程中学习海
洋保护知识%了解垃圾分类情况#可以让小
朋友从小就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感染更多
的人加入到保护海洋的行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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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 U)V"昨天下午#三亚市
三亚湾路海翔宾馆附近发生一起两车迎面
相撞事故#造成 (人受伤#其中两人被卡在
车内无法逃生# 最终经过三亚消防官兵的
全力营救#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当天下午 %时 &#分许#三亚市 !!*消
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在位于三亚市三亚
湾路海翔宾馆附近发生交通事故# 有数名
人员被困$

接到报警后#!!*消防指挥中心迅速调
派消防官兵火速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约 '

分钟后#消防官兵到达事故现场#看到一辆

皮卡车与一辆客运大巴车迎面相撞在道路
中间$官兵们注意到#皮卡车车头死死地卡
入到了大巴车的车头里# 皮卡车驾驶室严
重变形#玻璃碎片散落一地#车上受伤的一
男一女在驾驶室无法出来# 其中一名男子
已出现昏迷$

随后#现场指挥员立即命令#一组消防
官兵利用电动剪扩器# 对皮卡车车头部分
卡住被困人员的零件进行破拆# 一组官兵
稳定受伤被困人员情绪并同时做好救人的
各项准备工作$经过对变形车辆的破拆#!#

分钟后#两名受困人员被陆续救出#并送住
医院进行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