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4日，海口天
气晴好，不少市民利用
周末时间前往郊区草莓
种植园，摘草莓、品草
莓、话草莓，开心体验农
家乐。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草莓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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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欢乐节
椰城深呼吸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记者今天从第十五届
海南岛欢乐节组委会获悉，在欢乐节开幕
的前一天，以沉香文化为主打的特色街区

“中国香街”将在海口复兴城正式开街，海
口再添一文化旅游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据了解，12月25日当晚的开街仪
式将围绕中国香街香文化的核心，以声
光技术突出音频、视频展现效果，让参与
开街仪式的市民游客通过五官体验香

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开街当晚还会
提供古乐演奏、香道表演、汉服展示等中
国古典文化味道浓厚的表演。此外，为
延长沉香产业链关联业态，中国香街中
还将在欢乐节期间举办海口综合保税
区国际商品展销、舍利子展览等活动。

“我们希望借欢乐节的平台，以中
国香街项目为契机，做深做精沉香文
化，以文化推动海口旅游的发展。”海口
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海南沉香因其
产地、品质冠绝天下，享誉海内外。但
目前海口各种卖沉香的、玩沉香的、倒
沉香的比比皆是，市场交易尚不规范，
行业发展显得小而散。一年多前，海口

市旅游委提出建立中国香街的构想。
当时，海口复兴城正面临着区域内的高
端餐饮企业倒闭、转型的艰难时刻，正
在谋求升级和改造的出路。海口市旅
游委关于打造沉香一条街的构想与复
兴城商业转型的思路不谋而合。在海
口市旅游委的牵线下，海口复兴城管理
方开始筹建中国香街。

目前，中国香街招商工作进展顺
利，一期招商工作基本完成，已进驻了
融合香道表演，线香制作体验、精油提
炼展示、沉香收藏、香产品开发、香文
化会馆、沉香鉴定、挂件首饰、沉香茶、
香粽等不同形式的沉香业态和商家。

“绿动海南休闲计划”启动

首批200台纯电动汽车
春节前投放租赁市场

本报讯（记者张中宝）2014首届航空及相关
产业高技术项目银企对接会日前在海口举行，记
者从会上获悉，作为本次对接会的4个对接项目
之一，“绿动海南休闲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在海南
租赁自驾游市场投放首批200台纯电动汽车。

据介绍，该对接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北京
中航京科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国内外80
多个通用航空领域专家、与航空相关产业的企业代
表汇聚海口，搭建航空相关产业的交流合作桥梁。

会上，作为“绿动海南休闲计划”项目的执行
单位，福瑞特新能源汽车投资（海南）有限公司与
北京中航京科创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成立中
国电动汽车大客户运营联盟。

绿动海南休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冷辉介绍，
“绿动海南休闲计划”是我省新能源汽车在国际旅
游岛租赁自驾游的示范运营项目，是新能源汽车产
业、旅游产业和移动互联网产业深入融合的项目。
该项目首批200台纯电动汽车及200个电动汽车
充电桩将于春节前投放我省租赁自驾游市场。

琼中寻觅“绿橙使者”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营根12月15 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
员朱德权）2014“寻找醉美琼中”绿橙使者征集活
动正式在全省范围内启动。自即日起至31日，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进园采摘
琼中绿橙的各类摄影图片。活动设有“最佳个人
奖”（男女各一名）、“幸福家庭奖”和“甜蜜情侣
奖”，每个奖项的奖金均为人民币5000元。

本次征集活动由琼中县委、县政府主办，旨在
推广琼中“森林探险、养生康体、黎苗文化、红色体
验”的乡村旅游，提升琼中旅游形象和旅游品牌，
同时进一步增强琼中绿橙这一海南特色水果在市
民游客心目中的印象。

据介绍，本次征集活动的对象是所有参与琼
中“绿橙乡村旅游季”相关活动的各年龄段人群，
投稿作品须是直接反映本人采摘绿橙过程中的快
乐体验或享用绿橙时的甜蜜瞬间，且能体现乐观
向上、幸福生活、真诚友善的摄影图片。

投稿方式
1.将摄影作品发送至琼中县团委官方邮箱

qztw2614@163.com；
2.将摄影作品上传到琼中县团委微信公众平

（微信号：qztw2614）；
3.将作品邮寄至共青团琼中县委办公室。

本报定城12月15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黄荣海）正在热
恋的情侣和恩爱有加的夫妻们，想好即
将到来的元旦怎么过了吗？带上爱人去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领证”吧！记者
近日从该景区了解到，2015年1月1日
是文笔峰月老殿“爱情见证书”开证见证
日，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日子，将由月老
见证爱情。

2015年1月1日，即甲午年十一月
十一日，也称“成双成对日”，中国最大的

月老殿“文笔峰月老殿”爱情见证书将为
天下相爱之人见证爱情。据介绍，爱情
见证书的由来是出自于中国爱情天神

“月老”，由月老见证爱情，是“天地共证”
的爱情见证方式，见证心灵与精神信仰
的爱情方式。1月1日开证日限量发售
爱情见证书99份。

据悉，情侣或夫妻只要通过文笔峰
微信“hnwenbifeng”回复留言或致电
文笔峰咨询电话0898-66263249即可
报名，报名时间截止12月25日。

元旦来文笔峰“领证”吧！
“月老”将为您见证爱情

本报五指山12月15日电（记者易
建阳）五指山小黄牛、五指山蚂蚁鸡、五
指山五脚猪……今天上午，在五指山市

“十大名菜”评选活动启动现场，17道“野
味十足”的提名菜让在座嘉宾味蕾大开。

“五脚猪肉质结实、鲜嫩爽口、味道芳
香、多吃不腻；雷公根、百花菜等野菜清热
解毒、清香怡人……大家吃牛肉干最好放
下筷子，用手撕着吃，吃完一种菜后，喝汤
漱口，再尝另一道菜，才能品尝出其中的
美味。”美食专家一边介绍菜品的特色，一
边教现场嘉宾们如何品尝菜肴。

“今天五指山市推选出的每道提名
菜都很有特点，具有代表性，原料多来自
纯天然，‘会冲浪的鱼’、‘不回家的牛’以

及‘会上树的鸡’等都带有大自然的野
性，烹饪方法也以清淡为主，这与琼菜崇
尚原汁原味、清淡鲜美非常吻合。”海南
省烹饪协会会长郭绍明说。

五指山市旅游发展局局长陈键说，
“在旅游六要素中，吃是摆在首要位置，
有相当一部分游客专门奔着五指山的美
食而来，通过挖掘和弘扬少数民族地区
特色菜品，有利于丰富餐饮文化资源，提
升餐饮品味，从而扩大五指山名菜知名
度和影响力，促进旅游发展。”

据悉，除了评选出五指山“十大名
菜”，这次活动还将评选出五指山“十大
名菜”烹饪名店、五指山“十大名菜”金牌
厨师。

五指山评选“十大名菜”

旅游新 资讯

海口将新添“中国香街”

欢乐节请你闻香识文化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严查严管旅游市场，三亚不断出新
招。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市长办公会上获
悉，三亚各区与职能部门联动建立暗访
机制，已成立70个暗访工作组，深入旅
游市场一线严查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三亚海棠湾林旺阿爱水果超市使用
作弊秤，没收其所有水果，暂扣营业执
照，责任人行政拘留教育……近2个月

来，通过联合暗访机制，类似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一一被查处。

“我们成立了 3 个暗访组，工作
日、节假日都有工作人员进行暗访巡
查。”三亚海棠区筹备组负责人陈明透
露，海棠区有效对海鲜排档、水果摊点
和涉海旅游进行规范，通过与质监、工
商、旅游、海洋等部门合作，主动出
击，严查严管，对违法企业形成一定的

震慑。
据统计，暗访制度实施以来，三亚

市物价局共对38家海鲜排档餐饮海鲜
品价格进行暗访，查出悦海渔家、湾仔
渔港等商家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移
交各区物价管理办公室进行查处；针
对暗访发现的旅游专线公交车售票员
推销景区门票、虚假宣传、景区门口黑
导黑车拉客的问题，三亚市旅游委积

极与三亚市交通局联合查处，约谈各
大旅游景区，禁止景区给予出租车、公
交车司机回佣行为；三亚市交通局积
极研究南山区域主要景区旅游专线车
投放，查处1起非法营运行为，压缩司
乘人员违规行为的生存土壤；三亚市
质监局暗访吉阳区、凤凰水城路、友谊
路等路段的海鲜排档和水果店45家，
查处5起使用作弊称具的行为，并积极

推动政府推荐防作弊秤的生产和推
广；三亚市工商局作为海鲜排档整治
的牵头部门，发现并立案查处1家海鲜
排档经营者涉嫌商业贿赂等问题；通
过开展拉网式摸底调查，三亚市卫生
局加强中医理疗按摩市场整治，制定
《三亚还是集中整治中医理疗按摩市
场工作方案》，边摸底边打击非法行医
行为。

三亚建立联合暗访机制严查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70个工作组“暗访”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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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相关政策问答
为切实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今年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以“住房公积金服务年”为抓手，推出了改进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十项措施。重点推行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制度，

研究制定《海南省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发放实施方案》，并于7月份在海口管理局试点发行，10月底逐步推广到全省范围，目前已经发放联名卡30000多张，实现了缴存职工个人实时查询住房公
积金缴存明细、提取资金直接入卡结算、个人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等业务需求。但从调查中了解到，目前许多缴存职工对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的相关业务知识还有很多疑惑，有些职工对如何办
理联名卡也不十分清楚。为了解答大家的问题，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与海南日报社联合推出了本期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相关政策问答。以下是详细内容。

一、联名卡政策问答

1、什么是住房公积金联名卡？
答：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是由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以服务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为目的，与省工
行、中行、建行合作发行的具有信息查询、提取资金
结算、还款账户绑定等功能的银行卡，是住房公积金
缴存的有效凭证。

2、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向哪些职工发放？
答：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的发卡对象为在海南省

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委托的归集银行开设个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且账户状态正常的职工。

3、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有什么功能？
答：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具有以下功能：
（1）住房公积金账户查询：凭此卡可在发卡银行

任意柜台查询，也可在发卡银行的ATM（自动取款
机）、CRS（自动存取款机）、BSM（自助服务终端）、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和业务明细情况。

（2）住房公积金提取资金结算：职工提取本人住
房公积金时，原则上直接将提取资金转入其住房公
积金联名卡对应的储蓄账户内，一是方便职工个人
取用，二是有效确保资金安全。

（3）对于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凭本人自愿，还
可以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账户设定为其借款的第一还
款账户，原绑定的第一还款账户可作为第二还款账户。

（4）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具有普通储蓄卡的所有
功能。

4、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有什么好处？
答：职工办理联名卡，对职工本人、单位经办人

员均有一定的好处，具体如下：
（1）对职工来说，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一

是可以实时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信息，核对
本人住房公积金余额，监督单位是否按时足额为自
己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提取资金直接转入联名卡，
不再需要经过“管理机构划转提取资金到单位账户
—单位财务确认提取资金到账—划转资金至个人账
户”的繁冗流程；三是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办理
联名卡之后，可以将其设为还款卡，此后只要办理了
约定提取，在本人公积金余额足够的情况下，就可以

不用每年提取住房公积金然后再转到还款卡，节省
了时间。

（2）对单位经办人来说，职工办理联名卡后，就
不必再承担替职工查询及划转提取资金的义务，管
理机构将提取资金直接划入职工的联名卡，职工可
以自主查询，快捷、方便、安全。

5、职工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

答：联名卡办理有单位集中办理、个人申请办
理两种方式（详见图例）。个人申请办理由职工本
人直接到缴存银行指定网点（专柜）办理，符合申
请条件的职工可现场即时完成住房公积金联名卡
的申领手续；单位批量办理由单位经办人员与缴
存银行指定网点（专柜）联系，按操作流程逐项办
理。

6、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收费吗？
答：联名卡免收账户年费及小额账户管理费。

职工首次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一律免收工本
费。职工因个人原因遗失或损坏联名卡，在办理挂
失、换卡或补卡手续时，按照发卡银行的有关规定收
费。

7、有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是不是就可以
任意提取公积金？

答：已经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的职工在办理
具体提取业务时，仍需按照有关规定提交提取资金
用途相关证明材料，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目前的主要
作用仅为查询和接收资金，因此，不能理解为可以任
意提取住房公积金。

8、办理了联名卡后，如果以后发生工作调
动，还需要在新单位重新办卡吗？

答：原缴存单位与新开户缴存单位属于省内
同一缴存银行的，不必重新办卡。因为联名卡是
按照个人身份证信息制作的，只要个人身份证信
息不变，仍可继续查询到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
信息。

原缴存单位与新开户缴存单位属于省内不同缴
存银行的，需要将原卡注销后申请办理新单位的联
名卡。

9、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后，姓名、身
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哪些手
续？

答：职工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发生变更
的，职工应持联名卡及身份证到发卡银行营业网点
办理账户信息变更手续，发卡银行再将变更情况反
馈至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10、住房公积金联名卡遗失、损坏应办理哪
些手续？

答：联名卡遗失可能危及卡内资金安全，因此

需要及时办理挂失手续。挂失需由职工持本人身
份证件到原发卡银行经办网点柜台办理。挂失成
功后，职工可办理补办新卡手续（新卡卡号与旧卡
不同）。

联名卡因损坏无法使用，职工可按照发卡银行
有关规定，直接在发卡银行办理换卡手续。

二、约定提取政策问答

1、什么是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
答：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是指因偿还住房公

积金贷款本息需办理住房公积金部分提取的职
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提交约定今后定期划
转还贷额的申请，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核准后，通
过业务系统按照约定的时间（按月或按季，由职工
自行选择），将提取款项定期划入职工本人的联名
卡账户。

2、申请约定提取的职工应具备什么条件？
答：职工申请约定提取应具备以下条件：
（1）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
（2）约定提取的资金是用于偿还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

3、约定提取每期可以提取多少金额？
答：约定提取每期划转金额最高额度按以下公

式计算：
（1）等额本息：最高额度=月还款金额×每期月

份数；
（2）等额本金：最高额度=月还款本金×每期月

份数+贷款剩余应还总利息÷期数。

4、办理约定提取应提供哪些材料？
答：职工办理约定提取应提交以下材料：
《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申请表》、住房公积金

联名卡原件及复印件、职工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
复印件、贷款合同原件、贷款还款明细单（银行盖
章）等。

5、约定提取的办理流程是什么？
答：由职工本人携带上述材料到管理机构柜台

申请办理。

6、职工办理约定提取业务后，是不是每个
月就无需再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还款了？

答：对于已经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第一还款
账户设定为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账户、且本人每月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高于每月还款额的职工，基本
上是这个情况。但是，有很多职工还没有将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第一还款账户设定为住房公积金联
名卡账户，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职工本人通过转
账方式将约定提取的资金定期转到还款账户；有
的职工每个月缴存的钱不足以偿还贷款，这种情
况下也需要个人补足不足部分。由于情况差异较
大，因此，大家仍需关注贷款的还款情况，避免因
为本人不知情而产生逾期还贷的情况，导致个人
信用不良。

7、约定提取在什么情况下终止？
答：下列情况，约定提取将自动终止：
（1）累计提取额达到可提取限额；
（2）与约定提取相关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
（3）申请人发生单位变更、住房公积金停缴等非

正常缴存状态时，不及时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的，管理机构有权终止该笔约定提取。

职工本人不愿再继续约定提取的，可到管理机
构主动申请办理约定提取终止手续。

温馨提示

通过上述问答，读者如果对住房
公积金联名卡及约定提取业务仍有需
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可以拨打海南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服务热线 12329
咨询，或登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网站www.hngjj.net查询或提问。

单位集中办理流程

个人申请办理流程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