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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根据省人社厅相关文件规定，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

人员退休费今年9月份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现将相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退休费从2016年9月起
由市社保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前。

二、已领取社会保障卡但未办理激活手续的退休公务员和

参公人员，尽快持社会保障卡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海南省
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农合行）各营业网点办理激活手续。

三、尚未申领社会保障卡的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请尽
快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标准1寸近期正面白
底深色衣服免冠彩色证件照片1张到海口市66个社保卡服务
网点申领，详情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
站或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下载安装“海口人社”APP在线申领。

四、服务热线：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68571305、68571306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小时服务热线：96588
海口市社保局养老保险科：66704842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6年08月15日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退休费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 海口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门户网
站二维码：

●“海口人社”安卓版
下载：登录应用市场
搜索“海口人社”下载
安装，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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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名称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服务网点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秀英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龙华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琼山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美兰社会保险所

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大厅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
卡管理中心 市政府第二办公区服务点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长流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秀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荣山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养德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海信用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时代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新分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隆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丘海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滨濂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西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京华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坡道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椰海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秀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昆支行

网点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一横路3号金
银洲宾馆（市社保局）一楼007房
海口市秀英区美俗路3-5号二楼
（70路公交车万花坊站）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16号（新华
陶瓷市场3楼105室）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文庄路8号
（琼山区人社局1楼）
海口市美兰区晋江村433号晋江
横街（美兰区政务中心1楼）
海口市蓝天路南侧嘉华路2号（海
口市人力资源市场1楼）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三路9号市政府
第二办公区16号南楼4楼4040室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康路7号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21号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圩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博养村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新海村
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秀英时代广
场一层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业里村（海榆
中线016号）
海口市秀英区丘海一横路28—7
至28一10号福隆广场A栋商铺
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15号锦地翰
城二期A区商务楼（一中高中部对面）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51号西岭综合
商业小区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海秀信用社一楼
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京华城一层
1FA060号
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9号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椰海粮油批
发市场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港澳发展大
厦一楼
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51-1号星
华大厦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润德广场
11-12商铺

网点电话

66514494

68631890

66979381

65858163

65304603

65254213

68714935
68700643
68711050
68662129
68711822
68711912
68716570

68664317

68664320

68640615

68657562

68910732

66988205

68511521

66779967

66821267

68553035

66510854

6673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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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兴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桥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谭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旧州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塘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龙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子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致坡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演丰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洋支行

网点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石山墟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兴墟
中山街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山墟
解放路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北街
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龙桥墟龙
源横街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遵谭墟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新坡墟
新和街54号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三门
坡墟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旧州墟
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龙塘墟机
关大道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土桥墟
红旗大道67号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龙墟东
街2号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子墟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大坡墟蓬
大街5号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致
坡墟琼东北街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三江墟新
民街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西河路
保障房一期B栋 110、111号
商铺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山墟中
心街
海口市美兰区国营桂林洋农
场场部中心街

网点电话
65469043

65483027

65569072

65520059

65501024

65483823

65540338

65680050

65656138

65513090

65639031

65623254

65660069

65678839

66516593

65774049

65717854

32855688

65710014

海口市城区社保卡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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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站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盘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贸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西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濂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滨江分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湖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甸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联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旗营业部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美鑫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青年分社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联分社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兴支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省府支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龙分社

网点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8号财富
中心首层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32号客
运南站
海口市龙华区金盘路29号三青
家苑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9号鑫汇
大厦首层
海口市龙华区解放西路9号金棕
榈文化商业广场F栋一二层商
铺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43号椰岛
广场一层铺面（9-11号）
海口市龙华区金濂路7号正业广
场东侧一楼铺面101号房
海口市琼山区首丹雅苑一层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路4号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新大州大道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琼州大道
32号（城东市场对面）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1号东昇楼
海口市美兰区美祥横路2号和风
江岸6-7号商铺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6-1号
皇冠世纪豪门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5-8号
海名轩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博爱南路191号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美舍香槟商
住房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20号岭南大
厦一层
海口市美兰区新阜岛外沙村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沿江六西
路13-14号海岸金沙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2号
法苑里小区1楼105-106商铺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
大厦副楼1层海口农商银行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北路23号海龙
大厦一层

网点电话

66724026

66800409

66825801

66715110

66242850

66503243

66809745

65339224
65897080
65877525

65875405

65303495

65221653

66257391

66266712

66221782

65339425

65346270

66223402

66257112

66595062

66760538

65200280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3日电 巴
基斯坦M4高速公路（绍尔果德至哈
内瓦尔段）项目13日在巴东部旁遮普
省绍尔果德地区举行开工仪式，这标
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在巴基斯坦投资的首个公路项目正式
破土动工。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参加了项

目开工仪式。他在致辞时表示，巴政
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能源和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这将使巴全国各省民众
受益。M4高速公路（绍尔果德至哈
内瓦尔段）项目建设得到了中方的帮
助，巴方感谢中方为巴能源和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的大力支持。相信该项
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巴交通网

络，促进物流发展。谢里夫还表示，
中国是巴基斯坦久经考验的真正朋
友，巴方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
积极进展表示满意。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向
媒体介绍说，该项目是亚投行首批
投资项目之一，也是亚投行在巴基
斯坦的首个投资项目。他表示，该

项目对改善巴基斯坦交通基础设
施、促进贸易和物流、消除贫困具有
重要意义，希望负责项目建设的中
国公司按期保质、安全高效地完成
公路建设。

据悉，M4高速公路（绍尔果德
至哈内瓦尔段）项目由亚投行、亚洲
开发银行联合提供融资支持，融资

额超过 2亿美元。该路段是M4高
速公路项目最后一段路段，全长64
公里、双向四车道，计划于两年内完
工。建成后，M4高速公路将贯通旁
遮普省费萨拉巴德和木尔坦，完善
巴南北向高速公路网络，有助于加
强旁遮普省南部与巴基斯坦其他地
区的互联互通。

亚投行在巴基斯坦首个公路项目动工

90岁生日当天，古巴革命领导
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3日罕见地公
开亮相。电视画面显示，他与弟弟劳
尔·卡斯特罗和来访的委内瑞拉总统
尼古拉斯·马杜罗一同在剧场里观看
儿童节目表演。

普京送去生日祝福

古巴电视台13日播放的画面
显示，在哈瓦那卡尔·马克思剧院
内，一家儿童剧团正在表演音乐节
目。观众席上，卡斯特罗坐在劳尔
和马杜罗之间，身后坐的是古巴军
方和政府高官。

90岁的卡斯特罗当天身着白色
运动夹克，里面套一件浅绿色T恤
衫，看节目时神情专注。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当
天向他送去了生日祝福，并称他为

“亲爱的朋友”。
克里姆林宫在官方网站公开了

普京致卡斯特罗的电报内容。电报
写道：“您是出色的政治家，奉献一生
为古巴人民服务，在俄罗斯享有盛
誉。您为我们两国友谊与合作所做
的个人贡献难以估量。我祝您健康
长寿、活力永驻！”

为庆祝卡斯特罗90岁生日，古
巴政府宣布将举办小型音乐会、照片
展以及全国性的儿童合唱活动。

发公开信猛批奥巴马

12日晚间，古巴官方媒体刊登
了卡斯特罗的一封公开信。在公开
信的最后，卡斯特罗不忘抨击美国政
府。信中提及了奥巴马今年5月在
日本广岛发表演讲呼吁废核一事。

在卡斯特罗看来，奥巴马虽然是首
位访问遭核爆城市的美国总统，但他拒
绝就美国在二战结束前使用原子弹轰
炸日本道歉，这样的表态欠缺诚意。

卡斯特罗写道，奥巴马“没有表
态请求宽恕”，这样的讲话缺乏“道德
高度”。

古巴情报机构最近披露，1958
年至 2000 年间，卡斯特罗曾遭遇
634起暗杀阴谋，而其中一部分得到
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证实。似乎是为
回应这条消息，卡斯特罗在信中写
道：“多名美国总统不择手段的方案
令我忍不住发笑。”

近些年，卡斯特罗尽管较少公开
露面，仍不时在古巴共产党机关报
《格拉玛报》发表文章，点评古巴和美
国关系及其他国际大事。今年3月，
卡斯特罗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奥巴
马对古巴的首次访问，批评奥巴马在
讲话中回避美国政府封锁古巴的责
任，称古巴“不需要美帝的礼物”。

杜鹃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卡斯特罗 大寿亮相 撰文批美国

8月13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庆祝活
动中与一名女孩交流。 新华社/路透

今年暑期美国上了
不少国家的“黑名单”
成为建议游客慎重出行目的国

因为枪击频发、警察暴力、寨卡病
毒传播、种族歧视和仇视同性恋势力
增强等原因，美国今年暑期上了不少
国家的“黑名单”，成为建议游客慎重
出行的目的国。

英国《每日邮报》12日梳理多国
政府发布的公开声明，发现枪支泛滥
和极端保守主义崛起极大地损毁了美
国形象。

德国和法国政府警告本国公民，
美国枪支泛滥严重。德国外交部在网
上发表声明说，在美国获取枪支“相对
容易”，德国公民赴美旅游期间若遭持
枪抢劫“不要试图反击”。

阿联酋政府７月警告男性公民，旅
美期间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穿阿联酋
传统服装。此前，一名阿联酋生意人因
被误认为效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
被美国警察枪口指头、按倒在地。

英国外交部则告诫本国公民，美国
各地对待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态度不尽相
同，变性旅行者在北卡罗来纳州如厕时
可能会受当地刚通过的相关立法影响。

美国佛罗里达州暴发寨卡病毒，
也引发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
担心，建议孕妇慎重出行。

美国旅游界人士汤姆·邦克说：
“因为这些大规模枪击和枪支泛滥的
问题，美国让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欧
洲国家吃惊。”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沙特等国联军空袭
也门一学校
造成10名学生死亡 28人受伤

综合新华社8月14日电 据无国界医生组
织消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13日空袭
也门萨达省一所学校，造成10名学生死亡、28
人受伤。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死
伤学生年龄为8至15岁不等。但该组织未发
布更多细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随后确认了这起空袭，
并呼吁也门冲突各方遵守国际法，避免对平民
造成伤害。

但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14日否认
轰炸也门一所学校，称轰炸的是胡塞武装的一
座训练营。

多国联军发言人艾哈迈德对沙特媒体说，
13日多国联军轰炸了也门胡塞武装位于萨达
省的一个军事训练营，而不是学校。

他说，该训练营被胡塞武装用来招募和培
训也门未成年人。在轰炸中，胡塞武装的一名
军事领导人也被炸死。

一男子携刀纵火

瑞士火车遇袭案
致2死5伤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14日电（记者施建
国 聂晓阳）瑞士警方14日表示，13日发生在
北部圣加伦市附近火车上的袭击案已造成包括
袭击者本人在内的2人死亡，另外5人受伤。

据警方消息，13日下午，袭击者点燃易燃
液体，用刀向乘客发起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
内的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随后不治身亡。
除27岁的袭击者外，另一死者为一名妇女。

当地媒体说，这是多年来瑞士境内首次出
现行凶者在火车车厢里袭击乘客事件。

警方发言人汉斯皮特·克鲁齐告诉法新社，
袭击者是瑞士人，没有移民背景。对于警方是
否掌握嫌疑人的宗教关系问题，该发言人不
予置评。

近来，欧洲一些国家相继遭到恐怖袭击，为
此瑞士加强了机场和国际组织所在地等敏感区
域的安保措施。

泰警方锁定
连环爆炸幕后主使

泰国警方发言人14日证实，他们已知道谁
在幕后主使发生在泰国多地的爆炸事件。

包括旅游胜地普吉岛和华欣在内的泰国多
地在11日至12日不到24小时内遭遇10余起
爆炸事件，致死至少4人。

国家警察副总长蓬沙巴·蓬乍龙（音译）说，
“这些事件相互关联，被人精心策划，而且幕后
主使是一个人”，警方“十分清楚”这个人是谁。
只不过，警方没有继续交代这名嫌疑人的身份，
也没有说明他的作案动机。

德新社报道，泰国警方13日晚公开了一名
嫌疑人的素描图，此人据信就是这轮爆炸的幕
后黑手。

警方发言人皮亚攀·平孟（音译）14日重申
了警方原先的说法：“这是本土破坏分子所为，
而不是恐怖活动。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恰武什奥卢12日证实，200多名
土耳其驻在海外的外交官在未遂政
变后被召回国，其中32人没有回国，
目前下落不明。

他说，土方获取的情报显示，这

些人中，有人逃离驻在国，前往第三
国。有两名原本驻在孟加拉国的外
交官已经逃到美国，一名在美国境内

执行北约任务的土耳其军官已经向
美方申请避难。

土耳其官员上月证实的一份政

府令显示，土当局以涉嫌与未遂政变
有牵连为由解职约1700名军官，其
中包括149名高级将领，占武装部队
高级将领总数的近一半。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32名外交官下落不明

土耳其向美国要求引渡流
亡美国的土耳其知名宗教人士
费特胡拉·居伦一事似乎有新
进展。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12
日在和来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共
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个
美国代表团23日至24日将到访
土耳其，讨论引渡居伦问题。

恰武什奥卢还透露，土耳其
已经向美方提交多批证明居伦
是未遂政变幕后主谋的证据。

居伦本人当天回应说，他不
会接受土耳其司法部门调查，只
有国际独立调查机构认定他罪
行成立，他才愿意回土耳其向当
局自首。

居伦早年是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但其
在土耳其媒体、警察和司法系统的影
响广泛，与埃尔多安逐渐产生嫌隙，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1999年，居伦
移居美国，此后一直深居简出，很少
出现在公众视野。

土耳其政府先前多次指责居伦领

导的“居伦运动”企图推翻土耳其现政
权。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当局将矛头指
向居伦，要求美方引渡居伦回土耳其。

美方先前对土耳其的引渡请求反
应消极，强调土耳其方面必须提供“经
得起考验的合法证据”。为此，土耳其

向美方提供了好几批指认居伦参与未
遂政变的材料。一名土耳其议员透露，
土耳其向美方提供的材料多达85箱。

居伦本人多次发表声明，否认参
与政变阴谋，反指埃尔多安自导自
演。土耳其一家法院本月早些时候

对居伦发出逮捕令，并下令没收他在
土耳其国内的所有资产。

居伦12日接受法国《世界报》采
访时说：“如果（土耳其当局）针对我
的指控，有十分之一能站住脚，我承
诺回国，接受最重的判罚。”居伦说，
只有国际独立调查机构查出他有罪，
他才愿意回土耳其受审。

土向美提供的材料多达85箱

美土或讨论引渡居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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