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海南省自贸区
（港）招商工作与促进
总部经济发展联席会
议（以下简称“联席会
议”）办公室备案的综
合型总部企业员工

经省委人才发展局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含“候鸟”型
人才），公开招录、公开选调、调任、转任到海口市（含中央
驻琼单位）及办公地点在海口市辖区内省级单位的公务
员，通过公开招聘或组织调动等形式进入海口市事业单
位（含中央驻琼单位）、法定机构及办公地点在海口市辖
区内省级事业单位、法定机构的的工作人员

经“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的区域型总部、高成长
型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际组织（机构）地区总
部，或经“联席会议”审核通过的重大招商项目企业及
与海口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重大招商项目企业具有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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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出台新政

新能源汽车停车有优惠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为加快推进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我省将出台新能源汽车车辆停放服
务收费优惠政策，要求各市县结合实际，按照不
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实行新
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应当低于非新能源汽车
的差别收费优惠政策，制定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
收费标准。

指导意见明确，各市县要合理制定新能源汽
车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经所在地市县人民政
府批准同意收费的公立（办）的学校、体育场馆、博
物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场所、养老机构等公共
区域的配套停车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实行免费停放
政策。

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场、车站、码头、交通枢纽
站、旅游景区（点）、公立（办）医疗机构的配套停车
设施，以及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专业（公共）停车
设施，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对新能源汽车实行收费
标准低于非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或免费
停放政策。

未具备业主与物业（停车）服务企业协商议价
条件的居民住宅小区配套的停车设施对新能源汽
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应当低于非新能源汽车停
车服务收费标准。

新版电子税务局
在我省5地试点上线
9月1日将在全省范围内上线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夏剑波 曲易伸）8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
务局在海口市高新区和保税区、三亚市吉阳区、儋
州市、澄迈县等5个地方试点上线运行新版电子
税务局。试点期间为8月1日至31日，试点结束
后，将于9月1日在全省范围内上线。

试点期间，试点地区的纳税人可点击网址
（https：//dzswj.hitax.gov.cn/）进入新版电子税
务局，也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网
站首页跳转进入。

海南省税务局提供了4种登录方式：1、原海
南省网上办税系统用户，可通过原用户名及密码
直接登录；2、具有税控设备（税控盘或金税盘）的
纳税人，可使用税控设备及其密码进行登录；3、.
以上两种方式都不能登录的纳税人，可使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在“忘记密码”功能
重新初始化密码后即可登录；4、自然人用户可使
用手机号自行注册新用户进行登录。

悬赏86万元！
省公安厅通缉
43名涉黑涉恶在逃人员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良子）8月1日，
省公安厅发布通告，悬赏86万元对43名在逃涉
黑涉恶犯罪嫌疑人公开通缉，并敦促在逃人员主
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省公
安厅指挥全省公安机关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犯
罪团伙，侦破了一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抓
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但仍有一些犯罪嫌疑人
在逃，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坚决惩处
犯罪分子，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海南省公安
厅对43名在逃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予以公开悬
赏通缉，并敦促在逃人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
大处理。

省公安厅希望广大群
众积极检举揭发在逃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线索，公
安机关查证属实并抓获
的，将依据《海南省举报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予以奖励，并为举报
人严格保密；对隐瞒包庇
在逃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将
依法从严从重惩处。

海口12345今年上半年
办结率99%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今年上半年，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平
台总办件量超 106 万件，同比上升
16.22%。其中，违章停放、噪音扰民、
物业、出租车、占道经营成为投诉热点
问题。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该平
台获悉的。

今年上半年，该平台接通率达
91.14% ，满 意 率 90.68% ，办 结 率
99.39%，日均接入量为5873件。海
口12345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20.6
万人，累计发放红包2.92万个，发放
金额8.58万元，12345热线的知晓率
和市民参与度越来越高。

受理热点问题呈“六降四升”趋
势。其中，物业、占道经营、出租车、开
发商、违规建设、公交车6类呈下降趋
势；噪音扰民、违章停放、停水停电、讨
薪4项呈上升趋势，这些办件12345
都迅速联动职能局进行了及时处置。

上半年，该平台受理行政审批服
务类办件量 22.6 万件，同比上升
13.45%。

■ 本报记者 李磊

7月15日至27日，由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主办的2019年省“7·15世
界青年技能日”系列宣传活动成功
举办。本次以“技能扶贫”为主题的
系列宣传活动，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国家及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决策
部署、做好技能扶贫有关工作的宗
旨，以举办宣传活动仪式、开展技能
扶贫先进典型专访、开展职业培训
与就业对接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宣
传我省技能人才培养、技能扶贫成
就、职业技能培训政策措施，着力提
高社会各界对职业技能的认同，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全方位展示技能
人才培养成果，为技能人才就业和
创业扩宽渠道。

在整个活动中，宣传了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
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技能扶贫政策
措施，积极引导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和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就读技工
院校及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活动还
重点宣传了技工院校招收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子女、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情况，
以及各类企业开展就业帮扶、爱心
助学情况，技工院校对口帮扶等项目
实施情况，全面展现技能扶贫工作取

得的成效。此外，我省市县政府部
门、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
等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和劳
动者技能脱贫等方面的典型事迹，
以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和劳动
者通过技能脱贫、技能成才的典型案
例也是此次活动宣传的重要内容。

7月15日，在活动仪式上，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联合省技师学院等，
进行了19个技能项目展示，这些技
能包括了高技术含量的工业项目，
以及具有我省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制
作，现场还开展了技能扶贫专场报
告会、技能扶贫政策措施及先进经
验宣传等活动，鼓励更多人走上技

能成才之路、凭借一技之长实现技
能脱贫。

当天，主办方还邀请了儋州市
就业局、省经济技术学校巾帼班、海
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经验分
享，他们分别代表政府部门、院校和
企业讲解了技能扶贫的各项任务及
取得的成果。此外，省技师学院学生
庄光林、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赛区塑料模具工程赛亚军陈锦睿、儋
州市大成镇农村残疾人王二花等讲
述了各自依靠技能脱贫成才的故事，
这些先进典型代表在技能脱贫方面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张海哲

“这是我的中国临时机动车驾驶
许可，有了它我就可以在中国开车
了。”8月1日10时许，在三亚凤凰机
场国际到达厅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许
可办理点，来自意大利的游客麦提
亚·米利罗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从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证件，迫不及待向在
场人员展示。

为进一步便利境外人员在海南出
行，公安部7月初宣布在海南试点推
出包括放宽临时驾驶许可申领条件、
延长临时驾驶许可使用期限、提供便
利化交管服务在内的3项便利外国人
和港澳台居民入境驾车政策，并于8
月1日正式实施。麦提亚·米利罗是
新政策实施后，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颁发的第一张境外人员临时驾驶许
可的持有人，据悉也是我省第一位。

“这是我准备的申请材料，请您核
实。”麦提亚·米利罗将自己的申请材
料递给工作人员，大约5分钟后，他拿
到了中国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有效
期为1年。

“拿到驾照后，只可以驾驶准驾车

型的车辆，要遵守交通规则，任何违规
行为，均按照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进行处罚。”工作人员向麦提亚·米利
罗递交证件后，为其简明扼要地普及
了中国交通安全法规。

“新政实施后，来海南旅游或者工
作的境外人员，可免去身体条件检查，
提供入出境身份证件、境外机动车驾
驶证及翻译件、两张一寸彩色照片即
可办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只要证
件齐全，当场即可办理完成，并且有效
期从3个月延长至1年。”三亚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王
其晓说。

据了解，结合国际航班多为晚上
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临时机动车
驾驶许可办理点工作人员调整上班
时间，以便服务有需求的境外人员。
该市还将在港口、口岸等入出境站点
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并积极推行网
上预约申请、网上学习教育等新模
式，变线下服务为线上、线下多渠道
服务，为临时入境驾驶人准备多语种
安全文明驾驶手册及网上多语种安全
文明驾驶提醒。

（本报三亚8月1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临高调楼镇龙楼居委会龙楼村
是一个海边村庄，村里有215户976
人，村庄没有耕地，在村庄北边的环
村道，300亩盐田一片开阔，成了龙
楼村的独特风光，时常有观光客来
拍照。村民陈小梅就负责盐田这一
段约1公里长环村路的保洁工作。
2017年，村里照顾贫困户就业，安
排她当村里的保洁员，她扫出了一
条村里最干净的村道，其他村民在
她的影响下，也自觉加入了讲卫生
爱清洁的队伍。

龙楼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王秀
峰等人对陈小梅的工作赞不绝

口：“盐田这一段环村路，以前比
较脏，陈小梅默默工作，不叫苦不
叫累，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慢慢
地还影响和带动了其他村民。”王
秀峰说。

陈小梅今年46岁，她丈夫在渔
船上打工，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回趟
家。自从担任了村里的保洁员，陈
小梅每天5时起来，先去清扫自己
负责的环村道，忙上两三个小时，回
到家里再打扫自己的家。这个话不
多的女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
的日常。在她的影响下，住在环村
路路旁的村民，进屋习惯了脱鞋。
而讲卫生、爱清洁更是成为了村民
的习惯。

陈小梅的家就在环村道旁边，
正对着盐田。龙楼居委会干部给海
南日报记者讲过一个陈小梅的故
事，一天有个观光客在环村道上拍
盐田，突然想上洗手间，正好问到了
陈小梅，陈小梅便说可以借用她家
的洗手间。

进了陈小梅家门，观光客发出
惊呼：“你家这么干净呀！”

第一次造访陈小梅的家的人都
会发出这样的惊呼。7月25日，海
南日报记者和部分镇村干部造访陈
小梅的家，她家前屋门厅是水泥地
板，水泥地由于日复一日地擦拭，黑
亮得能照出人影。“嫁过来23年，每
天不管脏不脏，都会擦一遍。”她说。

门厅往后是加盖的房子，地板
是磁砖，一样擦得光洁如新，光脚

踩上去感觉不到一点脏。她家的
厨房和洗手间同样打扫得一尘不
染。家里的灶台、饭桌上，每样物
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恰到好处。

“一个女人，要有多爱她的家，才能
天天把家收拾成这样啊！”有人感
慨道。

家里客厅墙上贴着她儿子获
得的奖状。陈小梅话很少，大多
数时候只是静静地坐着。在政府
的帮扶和关爱下，依靠着丈夫务
工和她从事保洁员的收入，陈小
梅家在 2017 年 12 月脱了贫。今
年6月上旬，临高县开展全县范围
内的脱贫之星评选，龙楼居委会
就推举她参选脱贫之星中的“清
洁环保之星”。

（本报临城8月1日电）

新政实施后——

三亚发出首张外国人临时驾照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张期
望）7月31日，海口下发《海口贯彻落
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委人才发
展局<关于完善人才住房政策的补充
通知>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该《细则》明确，在海口市工作、
符合我省相关规定3类人才，其家庭
成员（含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
海南无住房，且2018年5月13日后

无购房记录的，本人可在海口市购买
1套住房。

为解决总部企业、招商项目企业
人才住房问题，《细则》明确由省外整
体迁入海口市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
（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司地址需在海口
市行政区域内），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之日起，其随企业迁入海口市的员工，
购房政策享受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根

据《细则》要求，有3类人才其家庭成
员在海南无住房且2018年5月13日
后无购房记录的，本人可在海口市购
买1套住房。

《细则》强调，未在海口市落户的引
进人才在海口市购买唯一住房，以及已
在海口市落户的引进人才在海口市购
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首付比
例，均享受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同等待

遇。鼓励金融机构对引进人才发放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予以优惠。
鼓励商业银行向住房租赁企业提供低
息贷款，降低人才租赁住房成本。

《细则》指出，对违反规定或弄虚
作假骗取人才购房资格的单位和个
人，由海口市住建部门将相关单位和
个人名单向海口市发改部门反馈，建
议纳入不良行为记录，实施联合惩戒。

同时，为妥善解决好总部企业人
才住房问题及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基本
住房需求，海口市将大量简化购房流
程。符合条件的人才需要提交购房申
请书、申请购房人才名单、承诺书、申
请购房人才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
件，海口住建局予以审核认定后转由
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办理合同
网签备案手续。

海口出台细则完善人才住房政策

引进人才在海南无房的可买一套房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扫黑除恶进行时

我省开展“7·15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

鼓励更多人走上技能脱贫之路

临高调楼镇龙楼居委会龙楼村村民陈小梅：

一把扫帚“扫”出好村风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时 间：8月4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徐 焰（著名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国
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新中国国防建设——强军梦托起
强国梦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无需取票
欢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听讲！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预告
2019年第21讲（总第392讲）

扫码看在逃人员基本
信息及举报方式

8月1日，在三亚凤凰机场国际到达大厅交警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办理点，来自意大利的麦提亚·米利罗领到了三亚
颁发的第一张临时机动车驾照。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沙2号”
正式投入使用

新华社海口8月1日电（记者刘
博）三沙设市后建造的第二艘交通补
给船——“三沙2号”，7月31日在海南
省文昌市清澜港举行交船仪式，这艘
历时1年零7个月建造的8000吨级客
滚船于8月正式投入使用，担负起三
沙市各岛礁的交通运输保障任务。

“三沙2号”全长128米、宽20.4
米、吃水5.7米，总排水量8000吨，续
航能力6000海里，可搭载乘客400
人。该船于2017年12月26日正式
开工建造，具有综合运输补给、行政管
辖、应急救援指挥、紧急医疗救助、岛
礁科学考察等功能。

“三沙2号”投入使用后，将会进
一步提升海南省三沙市岛礁间的交通
运输保障能力，并增强海上应急救援
和医疗救助等能力。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7月31日12时-8月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6

5

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6

13

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