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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范杰科）9月19日，省住房
公积金管理局发布相关通知，从10
月1日起，对职工租房地及租房提取
月份数的界定标准进行明确，重申租
住住房应具备合法权属要求，进一步
遏制缴存职工虚构租房消费行为套
取住房公积金问题发生。

通知提出，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支付租房租金，在无房证明出具
日向前追溯一年的租房提取有效期
内，租房地、租房提取月份数及连续
缴存条件按以下原则认定：

一是有效期内职工缴存地未发
生变化的，认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地为
其租房地，实际租房可提取月份数不
超过缴存月份数。

二是有效期内职工缴存地发生
变化的，租房地应根据缴存地分段认
定，实际租房可提取月份数不超过分
段认定租房地的缴存月份数。

三是有效期内职工存在停缴
情形的，停缴期间的租房地按停缴
前连续缴存地认定，停缴月份数可
计入实际租房月份数。

四是职工办理租房提取业务

须连续足额缴存满3个月的前置条
件是指职工申请租房提取时逐月
连续汇缴满3个月的缴存行为。补
缴不认定为连续缴存行为。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我省租房提取业务仅须
提供租房合同及本人身份证件便可
办理，并未修改业务办理条件、办理
流程及办理要件。

租房根据缴存地分段认定的规
定，可如此理解：如果职工张某2018
年9月-2019年3月在陵水缴存公积
金，2019年又在海口分别1月-5月、7

月-8月缴存，6月停缴公积金。那么
2018年9月-2019年8月期间在满足
租房提取条件的前提下，租房提取公
积金应分缴存地、分段计算。2018年
9月-2019年3月以陵水作为连续缴
存地在陵水租房提取7个月标准的公
积金；2019年1月-3月在陵水和海口
重复缴存公积金，海口不予考虑其租
房提取；2019年4月-8月，包括6月的
停缴期间以海口为连续缴存地在海
口租房提取5个月标准的公积金。

若同一月份在两个及以上市
县同时缴存导致新增缴存地的，租

房提取的条件仍按原连续缴存地
认定，新增的同时缴存地不予考
虑。因为根据住房公积金缴存业
务管理规定，职工缴存地只有一
个，如职工在同一时间段因兼职或
其他原因在其他市县临时开户缴
存导致缴存地发生变化的，申请租
房提取的租房地仍应与职工原连
续缴存地保持一致。如职工张某
在 2018 年 9 月-2019 年 8 月期间在
陵水缴存，2019 年 5-8 月也在海口
开户缴存，陵水作为连续缴存地，
租房提取的租房地仍按陵水认定。

我省加强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业务管理

职工缴存地变化应分段认定提取公积金

本报海口 9月 19 日讯 （记者
原中倩）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财
政厅、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等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推进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我省生育保
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全省实现“六个统一、两个确
保”。

“六个统一、两个确保”，即统
一保障目录、统一参保登记、统

一费率、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
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一经办和
信息服务；确保参保职工生育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变，确
保两项保险制度长期稳定可持续
发展。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参保职
工的生育保险待遇按照现行规定
执行。

《方案》强调，各级医保局应按
照实施方案确定的指导思想、实施
目标、主要内容等要求，根据生育

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群差异、基金支付能力、待遇保障
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
周密组织实施，确保参保人员相关
待遇不降低、基金收支平衡，保证
平稳过渡。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两项保险待遇不变,生育保险待遇按现行规定执行

■ 本报记者 刘操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退伍23载，
但军人作风依旧、军人秉性不改；退
伍后，他在外闯荡10年，保持着军人
吃苦耐劳的品质。回乡后，他坚持走
产业扶贫的路子，为乡亲们提供了大
量就业岗位，在创业道路上续写军人
风采。他是海口五源河智慧农贸公
司董事长黄光周。

2015年，黄光周引进先进技术、
人才、设备等，投资1.7亿元建成海口
西海岸片区重要民生项目——五源
河农贸市场。“勤奋、脚踏实地、不断
学习努力，汇聚正能量去发展。”作为
海口人，在黄光周内心深处，他期待
力所能及地帮助乡亲。

部队生涯铸就敢闯个性

1993年，正值青春年华的黄光
周入伍参军。

“人生短暂，只要做出了选择，树
立了目标，就要充满激情与勇气！”从
步入军营第一天开始，黄光周就立志
要当一名优秀的军人。

每天的训练和执行任务，他都

会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与思考，
10公里战斗体能综合演练、实装障
碍越野……黄光周凭着努力得到了
认可。

但遗憾的是，黄光周在一次训练
中不慎拉伤腰肌，只得忍痛告别军营。

军营的磨砺锻炼了黄光周刻苦
坚韧的品质、坚守使命的理念和敢闯
敢干的执行力。“军旅生涯让我终生
受益，让我有信心应对人生中的各种
困难。”黄光周说。

退伍后，政府给黄光周安排了一
份工作。因想改变生活，后来，他又
先后做过司机、搬运工、保安、加油
员、技术员等11种工作。

“可能我骨子里爱自由，那时就
想去大城市多看看走走，学点东西。”
1999年，23岁的黄光周开始了他10
年不断的“翻转腾挪”，足迹遍布广
州、深圳、上海等地，工作也是不断

“跨界”，一度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
高管，收入不菲。

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就业

“虽然在外工作多年，也有着让
很多人羡慕的收入待遇，但我一直有

个梦想就是回家乡创业。”在外多年，
黄光周一直把自己赚的钱寄回家，让
亲朋好友帮忙在家乡做一些投资。

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光
周认识了一位有着先进种植、养殖经
验的外商。“要是家乡也有先进的种
植养殖基地该多好。”经过与乡亲商
议，黄光周邀请专家一同前往国外实
地考察，考察归来就组织家乡海口西
秀镇长德村村民共同成立海口长德
美新综合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营家禽
家畜、花卉种苗。

在他的带动下，合作社先后带动
约400名乡亲就业，每个村民每年可
以获得两万多元的收益。

“我执着地认为，热爱是最强大的
动力，能够推动我去努力学习，整合优
化资源，不断发展壮大企业。”如今，黄光
周已成立多家实业公司，共带动1000
余名乡亲和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

除了帮助父老乡亲就业致富
外，作为海口市政协委员，黄光周还
投入很多精力参与促进长流、西秀
片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他曾多次以
发言和提案方式，呼吁保护五源河
湿地。

开拓打造新型农贸市场

2015年底，海口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找到黄光周，希望他在西海岸建
设农贸市场。对市场有着敏锐嗅觉
的黄光周意识到，如果算经济账，仅
凭当时西海岸的常住人口，建菜市场
在短期内盈利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有
另外一本更大的账。

“西秀镇有给海口市供应蔬菜
的基地，还有很多农户从事水产养
殖，农贸市场若建成，村民的产品
就有了销路。”黄光周下定决心付
诸行动。

2018年1月28日，五源河农贸
市场正式营业，解决了西海岸片区许
多市民的买菜需求，同时也助周边村
民的种植养殖产品拓展了销路。

“这些年，我们将所有的心血都
投入到了农贸市场上，每天看着它成
长。”黄光周说，五源河农贸市场统一
打造服务平台，同时周边还配套了海
鲜超市、土特产交易中心、生活超市、
游客活动中心、15分钟便民一条街等
相关设施，让顾客拥有良好的购物、
用餐、娱乐体验。

如今43岁的黄光周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建五源河农贸市场是在进
行一场‘菜市场革命’，很多东西都是
第一次尝试，后续经营也必须时时有
创新思维，希望打造出全国农贸市场
的标杆。”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海口五源河智慧农贸公司董事长黄光周：

心中更大的账是乡亲的民生账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9月19日，俯瞰文琼高速龙湾互通。
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将于9月21日建成通车，届时文昌文城镇和琼海博鳌镇两地行车时间将缩短至约半个小时。
文琼高速公路全长65.7公里，是海南“田字型”高速路网的重要补充，更是海南东线旅游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成通车标

志着海南岛沿海各市县间均有高速公路连接，形成闭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A：You need to use some sunblock。
你一定要擦防晒霜啊。
B：OK，I will！ Thanks。
好的，谢谢。
ultraviolet radiation紫外线照射
Anti UV-proof 防紫外线的保护层
Sunstroke/heatstroke 中暑
Sunburn 晒伤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自贸英语角

率先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现代监管体
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
机构。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a modern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s for state- owned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management and
natural ecology supervision in Hainan。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万宁46贫困村民
参加扶贫军训
同时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本报万城9月1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小静）扶贫先扶志。9月18日，万宁市在海南派
成铝业公司礼纪基地举行贫困户扶志扶勤扶技扶
智军训活动，来自该市不同地区的46名贫困村民
参加军训活动。活动将通过军训激发贫困村民的
脱贫内生动力，并开展相关的就业技能培训，为他
们创造就业机会。

在当天启动的扶贫军训活动中，参加活动
的46名贫困村民十分积极，在教官的带领下认
真进行队列训练。来自礼纪镇群坡村的贫困村
民钟雪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次的扶贫军训
机会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听到报名消息之后立
即就找到了村干部，我希望通过军训改正一些
坏习惯，提升信心，积极主动就业，靠自己的双
手挣钱脱贫。”

据介绍，此次军训活动为期5天，内容包括法
治扶贫、扶贫政策宣讲、保安常识学习、消防常识
学习、军事常识学习、脱贫典型故事宣讲、引导就
业等，并进行队列和基础体能等训练。

移动化规范化在线化

儋州建立
“南海党建云”平台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林西西）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儋州市相关部门获悉，儋州市利
用信息技术，建立“南海党建云”平台，
实现党建工作移动化、透明化、规范
化、在线化。平台运行两个多月来，纳
入基层党组织74个、党员1081人，党
支部开展活动195次，党员开展学习
教育7646人次。

儋州市委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南海党建云”平台今年7月 1日运
行，由电脑后台管理系统、手机APP
及微信公众号“党员小蜜蜂”三部分
组成，通过建设党建工作平台、党组
织管理考核平台、党员教育服务平
台、党员作表率展示平台，从而实现
对市直机关党建工作规划、指导、监
督、检查的智能化。

“南海党建云”平台紧扣基层党
建工作实际，聚焦健全组织体系、加
强组织建设等5个方面，将市直机关
部分基层党建日常业务放在平台上
开展。

同时，将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纳入平台，嵌入组织框架和党员
数量，及时管理、监控、规范组织设置
和组织生活，监督责任落实。

此外，还整合“学习强国”、儋州党
建网、党建基地VR实景展示、视频音
频等学习资料进手机，让党员突破时
间地域限制进行学习测试。

“未来教育家公益培养项目”
在琼开班

本报金江9月19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陈金梅）继我省首个“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实验
学校”——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本月初开学
后，海南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再添助力——“未来
教育家公益培养项目”9月19日在海南生态软
件园开班。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36位校长和海南省的
150余名教师参加了开班典礼，这36名校长从全
国择优选拔，将在琼接受首期5天的培训，并将通
过3年时间的培养，努力成长为未来教育家。北
京十一学校联盟总校校长、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李希贵等专家将现场传道授业。

当天上午，央视资深主持人白岩松现场围绕
“新时代下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这一主题进行了分
享。他认为，教育是要培养“未来的中国人”，要在
这个基础上去思考教育。

据悉，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海南生态
软件园赞助，并特别给予海南省5个培养名额，智
力支撑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是落实
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年）》提出的“依托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打造新时代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
杆”的一大举措。

省质检所举办
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尚洁）每年9月是全国的“质量月”。为提升全民
质量意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9日
上午，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举办了实验室开放
日活动。这是该所近日开展以“共创中国质量，
建设质量强国”为主题的“质量月”系列活动的其
中一项。

针对海南省普及中小学游泳教育工作和之
前出现的问题跑道，当天上午，省质检所开放了
化工产品检验室、橡塑产品检验室等供泳池施工
方、塑胶跑道施工方、学校负责人和教育局相关
人员参观学习。通过开放实验室，邀请代表实地
深入相关项目的检测，使得他们对施工要求、质
量把控和质检所的检测能力和工作内容有了更
进一步的了解。

省质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还将不定期
地举办类似的宣传和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希望更
多的消费者和相关技术人员、生产企业能够了解
检验检测，更加重视产品质量。

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医疗
保险经办机构统一负责经办服
务。充分利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
平台，实行信息系统一体化运
行。完善统计信息系统，确保及
时全面准确反映基金运行、待遇
享受人员、待遇支付等方面情况

统一医疗服务管理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由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统一的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管理。已签
订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协议
且具备生育服务条件的定点医
疗机构，可就生育医疗服务和
指标等内容签订补充协议

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后，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
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
登记后，统一到税务部门
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统一费率

用人单位参保
缴费费率为8.5%，
个人缴费费率为
2%；以灵活就业人
员身份参保的缴费
费率为6%

统一参保登记

两项保险合并
实施后，全省所有用
人单位及其职工在
参保所属医保经办
机构规范办理参保
登记

统一保障目录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后，全省执行统一的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基
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
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
录和医用耗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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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起，我省
这两项政策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