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口城镇从业的引进人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购海口安居型商品住房

已取得本市
户籍，本人在海
口市累计缴纳
24 个月（含）以
上个税和社保，
累计实际居住
360 天（含）以
上，且家庭成员
在本省城镇无住
房和无购房记录
的，或在本省城
镇拥有1套住房
且人均住房面积
低于海口市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住
房面积的

未 取 得 海
口市户籍的各
类引进人才，本
人在海口市累
计缴纳36个月
（含）以上个税
和社保，累计实
际居住 540 天
（含）以上，且家
庭成员在本省
城镇无住房和
无购房记录的

由省外整体
迁入海南的企业
总部或区域总部
的随迁员工，本
人在海口市累计
缴 纳 12 个 月
（含）以上个税和
社保，累计实际
居住180天（含）
以上，且家庭成
员在本省城镇无
住房和无购房记
录的，或在本省
城镇拥有1套住
房且人均住房面
积低于海口市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
住房面积的

经认定的综
合型总部企业，
符合我省规定的
引进人才标准的
员工，本人在海
口市累计缴纳
12 个月（含）以
上个税和社保，
累计实际居住
180 天（含）以
上，且家庭成员
在本省城镇无住
房和无购房记录
的

经认定的区域
型总部、高成长型总
部、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国际组织（机构）
地区总部或重大招
商项目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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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海口市累计
缴纳12个月（含）以
上个税和社保，累计
实 际 居 住 180 天
（含）以上，且家庭成
员在本省城镇无住
房和无购房记录的

经认定的高层
次人才、急需紧缺
人才，以及聘期在
3年以上且已在海
口市服务1年以上
的柔性引进高层次
人才，本人在海口
市累计缴纳 12 个
月（含）以上个税和
社保，累计实际居
住 180 天（含）以
上，且家庭成员在
本省城镇无住房和
无购房记录的

公开招录、公开
选调、调任、转任到
海口市（含中央驻琼
单位和省直单位）的
公务员，以及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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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省 直 单
位）、法定机构的工
作人员，本人在海口
市累计缴纳12个月
（含）以上个税和社
保，累计实际居住
180天（含）以上，且
家庭成员在本省城
镇无住房和无购房
记录的

2020年4月28日前已取得本市
户籍，家庭成员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
无购房记录的，或在本省城镇拥有1套
住房且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市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

2020年4月28日后取得本市户籍，家庭成员在本
市累计缴纳36个月（含）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
住540天（含）以上，且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
录的，或在本省城镇拥有1套住房且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

未取得本市户籍，家庭成员
在本市累计缴纳60个月（含）以
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
900天（含）以上，且在本省城镇
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

海口城镇从业的居民家庭，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购海口安居型商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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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讲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支持稳定和促进就业（三）

对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行业各类企业新吸

纳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补贴期

限不超过6个月。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财政厅

2020年7月27日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 8月 6日上午10:00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
金贸西路15号环海商务领馆19层19D房，建筑面积为141.4m2

（不动产权证号：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0130号）。
拍卖参考价：186.3652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报名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8月5日下午16:00前

将竞买保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西路支行，账号：267505744781，并在
中拍平台或联系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
为准）。

特别说明：1、拍卖成交后，过户税费按国家政策规定由买卖
双方各自承担；2、竞买人须自行到相关部门了解并确认符合海
南省当地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 17789896368
13637647779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
第A11、A13、A14栋交付（入伙）公告

尊敬的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业主：

您好！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第A11、

A13、A14栋（以下简称“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证明文件，已具备《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

条件。我司定于2020年07月30日办理该项目入伙手续。我司

已按《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地址通过特快专递方式

向各位业主寄发《交付（入伙）通知书》，请各位业主在该通知

书规定的入伙时间内携带相关入伙资料亲临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路82号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B11栋底

商现场办理入伙手续。若有不详，请电询：400-930-8080。恭

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家庭幸福安康！

特此公告！

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07月27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报保城7月26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朱晓军）7月26日，随着
最后一片30米预制箱梁架设完毕，由
中交四航局承建的五指山至保亭至海
棠湾高速公路新星特大桥顺利实现双
幅贯通，标志着山海高速土建4标顺
利实现全线贯通。

据悉，山海高速土建4标项目部
负责施工的范围内共有八座桥梁，其
中特大桥2座、大桥4座、中桥1座、现
浇桥1座，桥梁全长4.193千米，箱梁
预制1012片，桥隧比47.7%。

其中，新星特大桥是山海高速全

线最长特大桥，桥梁全长1566米，横
跨山区，周围地理环境复杂，地势起伏
高低不平，施工活动范围局限性大；桥
梁跨度大，整体线性控制要求高，最高
墩达46米。

工程工期紧、任务重、标准高，对
项目部的施工生产组织、安全质量管
控、文明环保施工都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山海高速土建4标项目部精心组
织、科学规划，以箱梁架设为主线，以
最快最优的方式完成施工生产任务，
既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各项指标要求，
也确保节点工期目标顺利完成。

2020海南“水上运动+旅游”
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博鳌7月26日电 （记者王黎刚）作为
2020海南亲水运动季主要活动之一，“水上运
动+旅游”高峰论坛7月26日在博鳌举行。国内
外体育界知名专家学者、海南体育文旅产业精英
代表、水上运动爱好者等，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水上运动+旅游”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受疫情
影响，两位国外专家专门通过视频连线参会。

据介绍，近年来，海南不断加大水上运动政
策的扶持力度，从完善水上运动设施到根据中外
游客季节性需求，策划系列体育旅游活动，拉动
体育消费；从加强全岛水上运动年度规划，到大
力发展游艇产业，满足多层次水上运动需求，到
创新发展水上运动主题文艺活动；从加大水上运
动宣传力度到打造“亲水运动季”群众性水上运
动品牌。

国际体育经济学会主席麦克思博士通过视频
致辞表示，水上运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它
是由多个单个的运动项目的集合，拥有众多参与
者，尤其是在那些拥有滨海资源的城市。在体育
经济领域，学者们关注的较多是足球、篮球、棒球
这些热门的团队类运动项目。但是，无论从商业
机会还是从体育经济学角度来看，对水上运动这
项拥有众多参与者的运动项目的研究都是令人兴
奋的。期待未来与中国的同行有更多合作。

据介绍，琼海利用“江河湖海”资源，开展了万
泉河漂流、龙舟赛、“更路簿”主题帆船赛和海钓赛
事等。下一步，琼海还将完善水上运动基础设施，
吸引越来越多的水上运动赛事落户潭门、博鳌和
官塘等地，期望通过10个至20个赛事的落地，带
动琼海体育旅游的发展。

本次论坛由国际体育经济学会、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山海高速新星特大桥双幅贯通
桥梁全长1566米，是全线最长特大桥

➡ 建设中的山海高速新星特大桥。通讯员 朱晓军 摄

海垦上半年营收107.94亿元
将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海南日报记者7月26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
1月至6月，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外复杂形
势冲击下，该集团以超常规举措积极推动项目建
设和企业运转，实现汇总营业收入107.94亿元。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垦控股集团在积极推
动复工复产和“一抗三保”等重点工作的同时，以
超常规举措，谋划发展前景，布局产业升级，加快
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和投产，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其中，海南红明农产品（荔枝）交易中心、海
垦红华10万头现代高效仔猪场等一批项目的投
用，进一步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建设和升级。

今年，为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融入全省
发展大局中，海垦控股集团根据发展实际，围绕工
作重点、难点问题，制定了自贸港背景下优化集团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工作、项目综合管理工作和土
地运营专项工作等九大工作方案，并以此为抓手，
进一步激活发展活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张
期望）海南日报记者7月26日从海口
市住建局获悉，《海口市安居型商品
住房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
法》已向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
《办法》明确，安居型商品住房配售实
行“一个家庭限购一次且限购一套”
政策，符合条件的3类海口居民家庭
和7类引进人才可申购一套，安居型
商品住房以100平方米以下为主，最
大不超过120平方米。

购买安居型商品住房以家庭为单
位申请，申请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应
当列为共同申请人。未成年子女列为
共同申请人的，不影响其成年后单独
组成家庭或者达到规定年龄后以单身
居民身份申请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
房。引进人才和年满28周岁的单身
居民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可以个
人名义申请安居型商品住房。

申购家庭成员已购买了单位房
改公有住房、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
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涉
公商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不得再申
请购买安居型商品住房。申请人自
购房合同网签备案之日起，累计在本
省缴纳个税和社保满15年，或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且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
间满10年的，其购买的安居型商品房
可以上市交易。

《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及本地居民可限购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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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脱贫路 幸福来敲门
◀上接A01版

“今天带来的 500 斤蜜柚都卖完
啦！疫情期间很多扶贫农产品销路不
畅，但供销社积极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通过消费扶贫集市销售农产品。”近日，
海南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省水
务厅专场上，定安县供销社基层业务股
股长陈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一位
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的500斤蜜柚，1小
时内被抢购一空。

消费扶贫集市已经成为消费扶贫的
一种常态，既连接了田间和市场，也连接
着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消费者。据统计，
上半年全省扶贫产品销售金额8296.03
万元，同比增长64.81%，受益贫困户约
10.18万户次。

此外，我省还加大了财政资金扶持
脱贫攻坚力度，今年截至6月30日，全省
各级财政共安排专项扶贫资金35.94亿
元，累计支出20.41亿元。

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我省为战疫战
贫“双线作战”搭起的暖心路，为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筑起的坚实后盾。

“双业推动”
“产业+就业”筑牢脱贫

致富“稳定器”

7月16日下午，尽管天空飘起了细
雨，琼中什运乡便文村的老榕树下，仍聚
集着一群脱贫户在聚精会神地学习电动
胶刀割胶新技术。

“政府送给我们电动胶刀，是希望
我们学好技术提高割胶效率，节省出来
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种桑养蚕产业。”
52岁的脱贫户陈飞说，“脱贫摘帽，是我
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会更加
勤劳，发展产业，过上更好的幸福生
活！”

便文村曾是昔日的革命老村，如今
放眼望去，一排颜色亮丽的联排别墅十
分醒目，房前屋后，种植槟榔、黄皮、香蕉
等，一派恬静的田园景色。

便文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世明介
绍，便文村曾是贫困村，主要产业为橡
胶、槟榔，这几年，政府不仅为贫困村

民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省里
去年 2 月开始推行天然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琼中也实行橡胶产业奖补政
策，为橡胶产业发展兜底。同时，村里
也发展起种桑养蚕、益智、食用菌种植
等多种产业，如今便文村人均年收入
早已突破万元。

便文村是我省大力发展产业扶贫，
让村民走上致富路的一个缩影。

此外，五指山市将继续扶持贫困户
管好橡胶、槟榔、益智、瓜菜“老四样”，种
好茶叶、忧遁草、树仔菜、百香果“新四
样”，确保脱贫成效稳定可持续。

白沙立足全县贫困户家家户户种植
橡胶的基本县情，探索出一条“稳胶扩茶
扩药创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

以产业促就业，以就业促产业。今
年上半年以来，省扶贫办部署全省开展
组织贫困劳动力积极务工专项行动，明
确有务工意愿的贫困户有工可务、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家庭至少有一名劳动力
务工、贫困人口就业务工人数不低于去
年的目标。

“疫情结束后，镇政府帮我联系了儋
州市区的一家早教中心上班，每月工资
2000多元。”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脱贫
户林小丽说，“有了工作，我们家的重担
不用全部压在我老公身上了，我对未来
的生活也有了信心。”

截至6月29日，全省贫困户已外出
务工26.583万人，占2019年贫困户外出
务工总数（24.56万人）的108.24%。同
时，全省共通过护林、护路、保洁等扶贫
公益岗位安置贫困人口就业3.34万人。

“双管齐下”
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相

结合激发内生动力

前段时间，万宁市礼纪镇青溪村脱
贫户李海玲被公司提拔当上了万宁派成
铝业礼纪厂的包装组组长，从入职到晋
升，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上演了现实版的

“杜拉拉升职记”。
今年33岁的李海玲一家6口人。过

去，家里就靠夫妻俩打零工维持生活，生

活十分困难。去年9月，李海玲参加万
宁市举办的扶贫军训后，改变了想法，积
极参加就业。

扶贫扶志，万宁市扶贫军训的经验
做法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今年，
我省继续开展扶贫扶志“六治”（即治懒
散、治酗酒、治私彩、治浪费、治不孝、治
脏乱）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列入
警示期或治理对象的重点贫困户6876
人，多措并举成功转化4153人，转化率
达60.4%。

此外，截至7月初，“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节目共播出190期，平均每期56
万余人收看，贫困户平均参学率达90%
以上，将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让“两不愁”真不愁，“三保障”有保
障，是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感的底线。我
省教育扶贫方面，自2019年截至今年6
月底，全省共发放教育资助5.6亿元，惠
及44.9万人次。

健康扶贫方面，全省各级医疗机构
简化贫困人口住院手续，落实“先诊疗后

付费”“一站式”结算制度，贫困人口住院
报销3.02万人次；门诊慢病费用经“五道
防线”报销金额为2554.4万元，实际报
销比例为89.05%，目前贫困户基本医疗
全部得到保障。

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对住房不安全
问题进行查漏补缺，今年全省贫困户危
房改造目标任务64户220人（均为未脱
贫户）已全部竣工，6月底全部入住。扶
贫、低保“两项制度”衔接方面，共将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2.67万户6.56万人纳入低
保或特困进行兜底保障。

“受疫情影响，加上产业、就业扶贫
等一些薄弱环节依然存在，我省巩固脱
贫成果的任务还比较重。下一步，我们
必须继续坚持‘背水一战’，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收
官之战。”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半年我省将持续抓好脱贫攻坚问题整
改，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短板问题，
着力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继续推进
贫困劳动力务工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消
费扶贫“春风大行动”，促进贫困户增
收。此外，我省还将全力做好动态监测
和帮扶工作，进一步加强扶贫领域能力
和作风建设。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