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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范杰科）今天，省住房公积
金管理局发出通知，对我省住房公积金
贷款首付、偿还贷款本息政策以及购房
提取业务材料有所调整。

通知要求，从4月23日起，职工
家庭购买首套新建住房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升
至30%。购房合同签订及首付款发
票出具日期均在 2018 年 4月 22 日
（含）前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

款比例仍为20%。
通知要求，职工家庭有未结清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夫妻双方只能办理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含组合贷
款的商业贷款本息）提取业务，不得再
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

从4月21日起，住房公积金提取
业务也有所调整。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要求职工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提
取业务材料增加按购房合同要求付款
的发票原件；职工家庭购买二手住房

的，提取业务材料增加购房发票原件
及税收完税证明原件。购建房人配偶
提取购建房住房公积金的，增加购建
房人携带其身份证件临柜审核身份并
签字确认家庭购建房。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进一步解释，通知中所说的“住房消费
类提取业务”，是指购建房提取、租房
提取和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提取。

“夫妻双方只能办理偿还住房公积金
贷款本息（含组合贷款的商业贷款本

息）提取业务”是指职工家庭有未结清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办理提取偿
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和组合贷款中
商业贷款部分的贷款本息提取，可以
办理该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房屋在有效
期内的购房提取。

此外，通知中所指的“组合贷款”，
指的是以同一套房为抵押物的住房公
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的组合性质贷
款。“职工购买首套新建住房”是指购
买新建商品房及保障性住房。购买二

手房以及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或自有资金
比例仍按原政策执行。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调整目的是通过适度提高购
房门槛，以配合实施我省房地产调控
政策，达到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目
的。住房公积金作为支持职工购房的
重要资金来源，适度地控制住房公积
金提取有利于配合我省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的实施。

我省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偿还贷款本息政策

购首套新建住房公积金首付调至三成 海口电动车违法
可集赞免罚？真的！
海口交警：集满20个赞可放行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我驾驶电动车违法被交
警查获，我认识到我自己的违法行为，希望大家引
以为戒，做椰城文明好市民……”今天上午，类似
的信息出现在不少海口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引起
了广泛关注。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原来，这是海口交警为了整治电动车违法行为
而使出的新招。

据了解，违法电动车驾驶人被查处后，执勤交
警会给出两个选择：对于自愿发到朋友圈曝光自
己违法行为的驾驶人，只要集满20个赞，经交警
现场警告教育后即可放行；不愿意发朋友圈的违
法驾驶人也可以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在上午的
整治行动中，不少违法电动车驾驶人自愿选择通
过朋友圈曝光自身违法行为，表示自己今后会遵
章守法，引以为戒。

不少电动车主表示，这样的警告教育不仅更
加人性化，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交通法律法规。

本报三亚4月20日电（记者袁
宇）记者今天从淘宝网海南馆了解
到，截至 4月 19日上午，阿里巴巴

“寻味全球之寻味海南”大型活动创
下了淘宝网海南馆专场活动销售热
带水果成交量的历史之最，合计销
售海南热带水果共50余万件，直接
销售金额超过2000万元。其中三
亚贵妃芒果作为核心品类，累计销
售额达1000万元，约占本次活动的
50%。

4月是海南热带水果产销旺季，
此次由阿里巴巴主办的“寻味全球
之寻味海南”大型网络营销活动，以
海南著名热带水果为核心，囊括了
三亚贵妃芒果、莲雾、木瓜、菠萝蜜
等具有海南本地特色产品在内的10
个品类。

“本次活动开始的前10分钟就
销售了5.6万件三亚贵妃芒果，合计约
40万斤。3天售出160万斤，累计销
售额达1000万元。”淘宝网海南馆经
理文浩介绍，三亚芒果作为海南热带
水果的核心品类，在本次活动上大放
异彩。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也将进一
步提高三亚芒果的品牌影响力。

据介绍，本次“寻味全球之寻味
海南”淘宝网大型营销活动通过利用
互联网平台，帮助海南企业、合作社

和农民销售深具本地特色的农产品，
大力提升海南特色农产品在互联网
上的热度，精心塑造海南特色农产品

的良好形象，助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的发展，奠定农产品在国内消费
市场中的优良口碑与优势地位。

海汽客运陆续投入
清洁能源汽车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麦
世晓）日前，海汽乐东分公司3辆新包
装的 LNG（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
VIP商务快车投入乐东至海口（中线）
线路运营。

据悉，该款车一排仅3个座位，核
定载客30人，全车WIFI信号覆盖，每
个座位还配有USB接口手机充电装
置，可为不同型号的手机提供应急充
电需求，每天6个班次，票价85元。

海汽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公司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以纯电动客
车或清洁能源汽车为主，用实际行动
落实绿色、低碳、环保理念。海汽集
团目前已在三亚、临高、昌江、乐东等
市县投放了 17辆 LNG清洁能源客
车。4月底，白沙-海口客运班线还
将投放4辆LNG清洁能源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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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助力海南发展
5年内计划新开通40余条国际航线

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
意见》）正式发布。作为深耕海
南25载，伴随建省办经济特区
成长起来的世界500强企业，
海航集团4月15日迅速召开大
会，深入传达学习贯彻相关内
容。近期，海航集团旗下海航
控股宣布，计划5年内新增海
南始发国际航线40条，力争在
未来3-5年内，助力实现海南
开通国际航线100条以及年入
境游客量达到200万人次发展
目标。海航集团正在积极参与
筹建民航“十三五”规划及省
“十三五”期间重点工程——三
亚新机场，根据相关规划，新机
场落成后预计2025年将满足
3800万人次吞吐量，2045年
将满足 7000万人次吞吐量。
此外，海航集团还将在基础设
施、离岛免税、机场运输、教育
医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方
面助力海南建设。

海航集团相关负责人接受
采访时表示，海航集团的发展
离不开海南省委、省政府在政
策、资源等各方面的全力支
持。海航集团各单位将结合工
作实际，紧扣海南省整体发展
规划，继续在海南省现代服务
业发展、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大
显身手，为海南建设贡献应有
之力。

据了解，未来 5年海航集团旗
下海航控股计划新增40余条海南
始发航线，分三阶段将海南地区的
国际航线数量提升至 58 条，助力
海南地区开通境外航线达到 100
条以上，实现年入境游客量达到
200万人次的发展目标，将海口打
造为面向日韩和东南亚国际门户

枢纽，成为搭建欧美澳等主要入境
旅游客源通道，打造海上丝路南海
门户枢纽。

同时，挖掘三亚市场潜力，把握
新机场发展机会，适时开通三亚至
东南亚重点城市航线，辅助海口国
际枢纽建设。据悉，三亚今年在巩
固和加密现有国际航线的基础上，

将积极拓展新航线，有望再开通10
条国际航线，重点布局东南亚城市
航线，辅助海口国际枢纽建设。

近年来海航集团连续开通了海
南直飞普吉、万象、金边等东盟国家
首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等重要航
线，同时开通海口⇌重庆⇌罗马航
线、海口⇌悉尼直飞航线，打破海南

洲际航线网络空白。截至2017年，
海航集团旗下航空公司开通国内外
航线近2100条，新开国际及中国港
澳台地区航线76条，成为北美直飞
航线最多的中国航企。截至目前，海
航集团累计开通“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及地区国际航线102条，5年来累
计运输旅客1102万人次。

4月10日晚，由海航集团与奥美德集团共同出
资建设的海南首家中外合资综合医院——海南慈航
国际医院在海南博鳌揭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的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出席
揭牌仪式并致辞。

海南慈航国际医院是一家具备“国际标准、国际
设计、国际监理、国际投资、国际管理”的综合医院，
预计于今年10月全面完工。该医院围绕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从地方特色和需求出发，积极整合国内
外优质医疗资源、应用国际医疗项目管理和服务经
验，搭建畅通完善的国际医疗服务平台。

未来，医院积极制定支持境外患者就诊的便利
化服务制度，搭建畅通完善的国际医疗服务平台，提
高国际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
卫生服务需求。

25年来，海航集团深耕海南，围绕固定资产投
资、开通新航线、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
在海南地区的投资力度。截至2017年底，海航集团
在海南共有企业92家，员工逾3万人，在海南省投资
重大项目48个，包括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博鳌通
航产业园、海南慈航国际医院等。此外，海航集团在
海南积极发展酒店、旅游、飞机租赁、离岛免税等业
务，助力海南基础建设和服务水平提升。1993年-
2016年，海航在海南地区纳税额达198亿元；2017
年全年在海南纳税27.69亿元（不含海关纳税）。

同时，作为海南最大的本土企业，海航集团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至今，累计投入近1.2
亿元支持海南扶贫开发工作，2016年捐赠省财政1
亿元，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五指山市水满
乡建设世界首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示范村。
2017年9月，海航集团第100口至善井竣工，实现为
海南缺水地区人民建100口井的承诺。此外，海航
集团还配合海南省政府先后四次赴柬埔寨开展光明
行活动，完成532例白内障手术……

“今年是海航集团创业25周年，海航集团作为
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海南本土企业，始终不
忘初心，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积极投入到海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中。”海航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海航人
将继续发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结合海航集团优势资源发挥出积极作用，回报海
南这片热土。 本版撰稿/唐力

航线布局 计划新增40余条国际航线

《指导意见》中提到，推进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展三亚新
机场、儋州机场、东方/五指山机场前
期工作，加密海南直达全球主要客源
地的国际航线。

海航集团旗下的海航机场集团

目前是国内第三大机场集团之一，近
年来，海航集团积极参与海南机场及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目前在海南地
区，海航集团旗下分别运营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海
博鳌机场三大机场。其中，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于2017年 11
月24日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正式
迈入全国大型繁忙机场行列，并荣膺
全球第八家、境内首家“SKYTRAX
五星级机场”。

据了解，目前海航集团正在积极

参与三亚新机场筹建工作。根据相
关规划，新机场落成后，2025年将满
足38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2045
年将满足 70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
量，全面助力海南建设泛南海航空枢
纽。

机场建设 助力泛南海航空枢纽建设

医疗服务
探索建立境外患者就诊便利化服务制度

“寻味海南”售出50余万件热带水果

三亚贵妃芒10分钟卖出40万斤

本报三亚4月20日电 （记者徐慧玲 梁君
穷）今天上午，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
车驾管服务大厅正式投入使用，市民使用自助服
务区设备，10分钟内便可办完遗失补办驾驶证、
换证体检等业务。

“以前办驾驶证体检要去医院折腾几个来回，
现在网络信息化，特别便捷。”三亚国际友好中医
疗养院体检中心主任李曼玲介绍，车驾管服务大
厅内增设体检中心，为市民办理驾驶证提供了一
站式服务。

在“互联网+车驾管服务”体系的平台下，驾
驶证补办、新车注册登记预选号牌等20多项常规
业务，市民可以通过登录公安部交管局12123网
站进行预约办理。同时，车驾管服务大厅还与邮
政部门协作，将线上信息传递与线下实体邮政网
点相结合，实现邮政专职代办+邮寄的“邮政车驾
管”，目前吉阳、海棠湾、崖城、解放路等4个地方
的邮政支局可以提供业务代办。

三亚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车驾管服
务大厅采取警邮、警医、警保的合作方式，为市民
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舒适、便捷的办理体验。

三亚车驾管服务大厅启用
10分钟可完成驾照补办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4月20日，工人在三亚崖州区“恋上18度”收购点整理、打包芒果。在阿里巴巴“寻味全球之寻味海南”大型活动
中，三亚贵妃芒果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航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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