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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42对新人领证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8月
25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被称为“中国爱
情节”。因此，七夕成为许多准新人的领证热选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七夕
当天，海口全市共办理结婚142对，其中涉外结
婚1对。

早上9时，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市琼山区
政府服务中心看到，已经有不少新人正在取号
等待。

“我们认为在七夕这天领证特别有意义。”
新人冯冠伟、李小芳拿着琼山区民政局送上的
红包，幸福甜蜜。红包正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结婚证”，背面印着“百年好合，缔结良缘”，里
头装着夫妻俩的结婚证，“这个红包还是用了蜡
封的，特别有仪式感”。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为了营造一个浪漫
的领证场地，琼山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还提前一
天布置了玫瑰红色的“甜蜜七夕”留影背景墙，
许多新人领证后都来到背景墙前拍照留念。

海口
七夕约惠徒步行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
陈卓）8月25日下午，海口湾全民徒步打卡季
——七夕约惠徒步行活动在海口万绿园开启，
200多名市民和游客一起向着海口湾欢乐出发。

七夕约惠徒步行是海口湾全民徒步打卡季
结合传统节日七夕节推出的特别活动。徒步人
员从万绿园出发，沿海口湾栈道向东而行，最终到
达海口外滩中心。大家一路欢歌笑语，在风光旖
旎的海口湾盛景中相伴而行，尽情挥洒欢乐与
激情，沿途拍照记录魅力风景与美好时刻。

海口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海口湾既是
海口娱乐休闲、旅游观光的核心区，更是海口滨
海商业的核心区，湾区商业消费正逐步成为海
口休闲旅游消费的新业态、新热点。

据悉，海口湾全民徒步打卡季活动仍将持
续开展，号召广大市民与游客自发宣传海口湾，
为海口湾汇聚更多人气，将海口湾打造为网红打
卡基地与休闲消费胜地，拓展海口湾旅游消费
新热点，助力海口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陵水
脱贫脱单 缘来是你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陈韧锐）紧张

的游戏、浪漫的烛光晚餐……8月25日，时值
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组织“脱贫脱单·缘来是你”联谊活动，包括53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内的70余名大龄单身
男女参与，现场有4对情侣成功牵手。

“我真的非常想交一个女朋友，想拥有一个
温暖的家！这次活动让我们农村大龄男女有了
认识的平台，让我在这里认识到心仪的对象。
在收获爱情的同时，我们一定也会为社会发展
和扶贫工作贡献自己一份力。”此次牵手成功的
本号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黄道雄兴奋地说道。

本号镇文化站负责人王慧霞表示，此次活
动受到农村单身男女的关注和欢迎，活动为全
镇广大单身男女搭建了相识、相知、相亲的公
益平台，树立了文明的交友观、婚恋观，帮助大
家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份情
缘，通过“脱单”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注入“脱
贫”新动力。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李
艳玫）穿汉服免费游览天涯海角景
区、购物满额可以领取玫瑰花、享受
七夕特惠门票……8月25日是中国
传统节日七夕节，三亚多家景区、酒
店以及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涉旅企业
举办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活动，并推出
优惠折扣，展现出情景相融的七夕文
化底蕴的同时刺激旅游消费。

七夕节当天，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
举行“七夕穿汉服，免费游天涯”活动，
游客只要着装符合汉服形制标准，前
30名游客可享受免门票入园，31名至
60名游客可享受每人41元优惠票入
园（仅限散客，团队游客除外）；入园
后，穿汉服的市民游客在景区内乐拍
旅行摄影门店拍摄任一套餐，均可享受
7折优惠。同时，天涯海角景区部分工

作人员身着汉服亮相，在景区游客中
心、乐拍摄影门店、海角之恋巧克力工
厂等地，为游客带来古风表演与互动。

鹿回头风景区推出七夕两人50
元特惠情侣套票（仅门票），凭情侣套
票至“鹿城时光”文创店享所有商品
8折优惠（饮料食品除外）。大小洞
天景区推出七夕特惠套票，8月22日
至8月31日所有游客可享受门票＋

彩虹滑道体验每人77元、门票＋椰
林吧美食套餐＋水果冰沙每人 88
元、门票＋味道海景餐厅自助餐每人
88元优惠活动。

当“买买买”遇上七夕，三亚国际
免税城为游客打造一个甜蜜的购物天
堂。在店内B区2号服务台摆满鲜花
和精美的礼品，凡购买指定品牌满一
定额度的顾客可获赠玫瑰花，还可参

与抽奖，奖品为手表、首饰等。8月25
日当天生日的顾客，可凭购物小票领
取七夕礼品一份。

三亚国际免税城官方微博、微信
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多平台开启了
七夕线上送礼活动，让不能参加线下
活动的网友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气氛，
扩大了参与范围，打破线下活动的局
限性，营造“全民参与”的热烈氛围。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见习记者
邱江华 记者张期望）“迢迢牵牛星，皎
皎河汉女”，又是一年牛郎织女相会
时。8月25日一早，海口市民王慧怡
就和男朋友早早候在了海口日月广场
的免税店外，“七夕佳节，当然是和喜
欢的人一起度过，我们今天安排了购
物、吃饭、逛街等活动，行程满满当
当。”王慧怡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
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古时牛郎织女
以鹊桥相会，如今男女朋友更倾向以
一顿烛光晚餐、心意礼物或浪漫之旅
来庆祝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让中国传
统情人节成为新的消费节点。对此，
各大商家纷纷针对七夕节日制定了相
应的营销策略，“浪漫经济”持续升温。

在海航日月广场，商家们几天前

就推出了“公主抱挑战赛”“月圆生活
展”“夏日快闪店”等活动为七夕节造
势，推出了优惠福利活动。如日月广
场免税店推出爆款商品7.7折、玩游
戏抽折扣券或消费满返等折扣活
动。工作人员介绍，该店的七夕节折
扣优惠活动从8月20日开始，连日
来这里的日均人流量大幅提升，顾客
火爆的消费热情，也让商家延长了营

业时间。
除了免税店外，日月广场内的多

个美食店铺生意同样火爆。8月25
日中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日月广场看
到，不少餐厅已座无虚席，甚至还有
不少食客在餐厅外排队等号。“上午
11时30分开始迎来第一波客人，不
到半小时桌位就被坐满了，导致很多
在线订座客人无法兑现预约了。”日

月广场内的一家西餐厅店长吴福祥
介绍，餐厅推出烛光晚餐席位，也早
早被预定一空。

“节日消费，是酒店和餐饮业业绩
提升的一大推手。”海南省酒店与餐饮
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每
逢节假日不仅酒店生意爆棚，餐饮业
生意同样不错。这也说明人们对节日
越来越重视，也愿意出门消费。

海口发布关于缓缴社会保险费通知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和利息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8月24

日，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
关于我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缓缴社会保险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发布
关于缓缴社会保险费的通知。2020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单位，
承诺缓缴到期前按时足额补缴的可以申请缓缴
2020年8月至12月期间任意连续月份的3项社
会保险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和利息。

缓缴期间，参保单位应继续按规定申报应缴
的3项社会保险费，期满前由参保单位及时补
缴。职工在缓缴期间申领养老、失业保险待遇的，
单位及职工个人应先补齐缓缴的社会保险费。

据悉，参保单位应在计划缓缴起始月的15日
前进行申请，其中，计划从8月开始缓缴的，放宽
到8月底前进行申请。参保单位填报《海南省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单位缓缴三
项社会保险费备案申报表》（一式两份，单位法定
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下载网址http：//
rsj.haikou.gov.cn/wjxz/22333.jhtml），到海口
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服务大厅（海甸岛怡心路9号）
提交。

此外，参保单位未按时足额补缴缓缴期间应
当缴纳的3项社会保险费，以及申请缓缴时存在
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的，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规
定列为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名单，实施联
合惩戒。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8月25日从海口
市园林环卫局获悉，针对近日媒体曝
光的垃圾围村有关问题，海口市有关
部门要求立行立改，强力推进问题整
改工作。同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
1个月不留死角的拉网式排查，有效
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据了解，海口还将在东部区域积

极谋划新建一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厂，设计规模为50万吨/年，进一步优
化海口垃圾建筑处理布局。

2020年1月起，海口市园林环卫
局组织民调中心、环卫考核人员全面
排查海口市垃圾围村情况，发现垃圾
围村问题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新
开发区域、新建成小区、镇村交界处等
区域，基本以生活、泡沫、废弃家具、装

修、建筑等大量混合型垃圾为主。截
至7月底，全市共排查整改乱堆乱放、
房前屋后、建筑垃圾、农业生产垃圾堆
积各类问题403宗。

为解决“垃圾围村、围城”环境顽
疾，海口市园林环卫局成立了“垃圾围
村”专项督办领导小组，会同第三方考
核单位对全市农村垃圾治理进行大排
查大清理，对发现的问题直接通报至

作业辖区要求立行立改。8月21日，
海口市政府印发了《海口市建筑垃圾
乱堆乱放排查整治方案》。

针对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垃圾围
村、围城”的问题，海口市要求举一反
三，组织开展1个月不留死角的拉网
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实行台账管
理，明确整改时间，执行销号制度。截
至目前，共排查问题73宗。

同时，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将牵
头组织各区城管等执法队伍开展打
击建筑垃圾偷排乱倒行为的专项行
动，做到打击一处、取缔一处并设立
警示牌。此外，将联合各区政府在辖
区范围内规划选址增设建筑垃圾临
时消纳点，各区至少新建一个建筑垃
圾转配场，以满足全市建筑垃圾转运
消纳。

“七夕消费”带旺海口商业体

三亚涉旅企业争打浪漫牌

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当晚7时许，海口市在滨海大道开展“七夕有你，爱在海口”主题灯光秀，以绚丽
灯光与美丽夜景结合，营造浪漫氛围，也给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定安
七夕寻觅“意中人”
本报定城8月25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王丽云）8月25日，“情牵鹊桥，缘定文笔”第十五
届文笔峰七夕情人节暨民俗庆典活动在定安文
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举行，百余名单身青年以文
化为纽带，在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中寻觅“意中
人”。

活动现场，“一圈到底”、“你画我猜”等一系
列互动环节吸引了大批单身青年参与，整场活
动气氛热烈，充满了掌声和欢笑声。

据了解，依托自身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积
淀，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在传承传统民俗
祈福、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2006年开
始已成功举办十四届七夕节活动，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后景区还计划在还原传统节
日习俗和营造传统节日氛围的基础上，创新
活动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力争将七夕活动打
造成品牌活动，不断增强景区的品牌竞争力
及影响力。

虚构旅行社信息
非法组织旅游团
一男子被海口旅游警察支队行拘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8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
获悉，近日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依法查处
一起非法组织旅游团案件，男子何某军（海南屯昌
人，51岁）虚构“海南椰香国旅”旅行社信息，从事
非法组织旅游团活动，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15日处罚。

据了解，7月中旬，何某军组织他人以“海南
椰香国旅”的名义，通过微信招揽游客组团参加文
昌“卫星发射一日游”活动，团费38元/人、48元/
人不等，共招揽了26名游客。7月22日晚，何某
军联系导游和旅游大巴开展了此次文昌“卫星发
射一日游”活动，后被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
会同海口市旅文部门依法查处。

经查，“海南椰香国旅”并无工商登记信息，何
某军系虚构旅行社信息欺骗游客参加文昌“卫星
发射一日游”活动，从事不合理低价游。根据相关
法规，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对何某军处以
行政拘留15日处罚。

海口旅游警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跟团旅游
一定要到正规旅行社并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切勿
贪图便宜，避免损害自身合法权益。

东方通报两起违规
操办“升学宴”案例

本报八所8月25日电（见习记者刘婧姝 通
讯员石洁）8月25日，东方市纪委监委通报近期查
处的公职人员操办“升学宴”案例。

8月22日，东方市纪委监委在明察暗访中发
现，东方市公安局符某平在三沙湾酒店违规为其
子操办“升学宴”。经初步了解，符某平共设宴席
12桌，违规收取礼金共23200元。同日，东方市
纪委监委针对八所镇那悦村党支部书记陈某丰准
备于次日上午为其女操办“升学宴”问题，按照“治
病救人”的原则，对其进行教育，督促整改，陈某丰
取消操办“升学宴”。

8月23日，东方市纪委监委明察暗访时发现，
东方市第八小学教师许某金在八所村许家祠堂内
违规为其女操办“升学宴”。经了解，许某金共设
宴席8桌，违规收取礼金共4000元。目前，符某
平、许某金已主动上缴违纪款，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查调查中。

我省开展摩托车道路交通
安全集中整治行动
严查摩托车违法行为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8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
悉，自即日起至12月31日，我省公安机关在全省
范围开展为期5个月的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集中
整治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8月1日至24日，全省发生涉
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交通死亡事故18起、死亡
20人。通过警方初步分析，这些死亡事故都涉及
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主要违法行为包括酒驾、无
证驾驶、无牌车上路、疲劳驾驶等，事故多发生在
省道、乡道、村道。

据介绍，集中整治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执行严
重违法顶格处罚：凡是摩托车超员载人的，一律就
地卸客并依法处罚；凡是驾乘摩托车未戴安全头
盔的，一律当场整改，违法行为未消除的不得放
行；凡是查获未注册登记、逾期未检验的摩托车，
一律查扣，并责令摩托车所有人（管理人）限期办
理相关登记、检验业务；凡是查获达到报废标准的
摩托车，一律依法收缴并送交回收企业强制报废；
凡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一律行政拘留；凡
是醉酒或再次饮酒驾驶摩托车、酒后驾驶摩托车
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一律吊销驾驶证，并依
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凡是涉嫌被盗抢摩托车，一
律移交给当地刑侦部门处理。

海口对垃圾围村现象开展1个月拉网式排查
积极谋划新建一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海口：灯光秀 浪漫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