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发布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新规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可提取公积金
万宁：

436户家庭实现安居梦
本报万城 7月 6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莫华慧）7月6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该
市2021年第二期公共租赁住房选房
活动日前结束，436户家庭选取到公
租房，实现安居梦。

记者了解到，此次选房的房源共
有507套，其中民丰小区提供397套
公租房，户型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
和40平方米，惠安居小区提供110
套公租房，户型建筑面积为60平方
米、50平方米和40平方米。

整个选房活动井然有序。参加选
房活动的曾女士告诉记者，她此前一
直租房居住，“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这
次抽取到公租房，能省下一大笔租房
费用。”

纳入本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范围的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的，职工本人及配偶可自
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
财政奖补资金申请审批之日
起一年内申请提取公积金，
超过一年的不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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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需要协助公积金管
理部门向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职能部门和业主牵头人沟通，准备

1、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协议书；
2、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财政奖补资金申请审批表；
3、项目结算分摊费用表等办理要件。
此外，职工家庭合计提取额度不得超过该家庭实际分摊的电

梯建设费用。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孙慧）海
南日报记者7月6日从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减轻老旧小区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的经济压力，按照我省印
发的《关于印发〈海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实施意见（试行）〉的函》要求，从6月9

日起，我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本人及
配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老旧小
区改造范围内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据介绍，该规定是响应改善城镇老
旧小区居住条件的民生需求，减轻职工家
庭经济压力，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改善住

房条件的作用。缴存职工居住的小区被
纳入本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按规
定加装电梯，且职工家庭无未结清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该加装电梯房屋仍有住
房公积贷款的除外），可以申请提取本人
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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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庆明）为深挖海
南暑期旅游市场，打造海南旅游新品
牌，7月至9月期间，我省将举办“亲
子游 青春季—— 2021年海南夏天

‘童’Young嗨”暑期联合营销推广
活动，着力打造研学、亲子、青春三大
旅游IP，持续培育旅游消费热点，吸
引消费回流，不断充实“阳光海南 度
假天堂”品牌内涵。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省旅文厅了解到的。

此次推广活动包含“行走天涯

研学海南”“亲子印记‘趣’在海南”
“热力全开 花Young海南”三大主
题，分别主打研学、亲子和青春旅游。

其中，“行走天涯 研学海南”主
题活动包括“把海南放进你的书架”

“乐行海南”“国兴筑梦”青少年研学
旅行、爱奇艺“研学有礼”等宣传推广
和旅游活动，着力整合推介海南研学
旅游资源。其中，由省旅文厅和世界
研学旅游组织（WRTO）共同主办的

“把海南放进你的书架”推广活动将

于7月13日至15日举行，届时将举
办主体活动2021年（第二届）世界研
学旅游大会，邀请政商学界人士为海
南研学旅游发展献谋献策。

“亲子印记‘趣’在海南”主题活
动旨在提升强化海南亲子游品牌形
象，由“‘研研’夏日 趣游海南”“文化
自贸港 乐学海之南”研学旅游、“勇
闯天涯 骑趣海南”亲子嘉年华、自贸
港青少年智能科技机器人研学旅游
等系列活动组成，内容涵盖旅行体验

分享、探秘海南风土人情和发展新
貌、宣介海南科技研学资源等。

“热力全开 花Young海南”主
题活动旨在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海南
开展青春之旅，包括“热浪海岛·高校
音乐之旅”和G.E.T.电竞时尚星球嘉
年华两大板块。前者将邀请岛内外
音乐学子参与以音乐牵线搭桥的“旅
游+文化+调研”的研学旅行，后者将
融合“研学+旅游+电竞”内容，让年
轻潮人在海南一嗨到底。

海南将举办“亲子游 青春季”活动，培育旅游消费热点，吸引消费回流

深挖暑期市场 打造三大旅游IP
第三届中免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节启动

本报三亚7月6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袁铭悦）7月6日，第三届中
免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拉开帷幕，将
为消费者带来为期三个月的多重免税
购物福利及优惠。

本次活动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海棠湾三亚国际免税
城、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海口日月广
场免税店、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琼海
博鳌免税店共同参与，同时整合包括雅
诗兰黛等战略合作伙伴的相关旅游资
源，将在7月至9月分时段推出一系列
活动。

全省工会系统机关干部将赴基层蹲点

切实为一线职工解决问题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

王云博）7月5日，省总工会召开机关干部赴基层
蹲点活动动员大会，对省总工会机关开展蹲点活
动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据了解，按照开展全国工会系统机关干部赴
基层蹲点活动要求，省总工会和各级地方工会将
抽调部分精干力量赴基层蹲点，切实为基层工会
和一线职工解决问题，更好地团结引导广大职工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会议要求，蹲点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发扬攻
坚克难精神，结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密切与职工的联系，厚植工
会根基，真正发挥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真正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
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根据工作方案，省总工会各机关部门和驻
会产业工会将分成 6个工作组，深入海口、东
方、乐东、临高、屯昌、洋浦等地，选取2个乡镇
（街道、社区）工会和1家基层单位工会，着力推
进扩大组织覆盖、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维护
新就业形态群体特别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的权益及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等各项工作，找出症结、发现问
题、理清思路、精准施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
效取信于基层、取信于职工，充分发挥工会的桥
梁纽带作用。

东方设立“菜篮子”
惠民平价专区

本报八所7月6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方宇杰）“我昨天买的西红柿3.5元一斤，今天
在平价专区购买只要2.8元一斤，比平时要便宜
很多。”7月5日，东方市市民吉标一大早就来到该
市永安农贸市场“菜篮子”惠民平价蔬菜专区买
菜，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开设菜篮子平价专区，
给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设立“菜篮子”惠民平价蔬菜专区是东方市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2021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也
是进一步保障市场有效供给，稳定市场菜价的新
举措。

记者在永安农贸市场看到，“菜篮子”惠民平
价蔬菜专区共设两个摊位，摆满了新鲜的大白
菜、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购买。现场公示了全国可比对的基本蔬菜和
东方市申报的基本蔬菜的价格，其中豆角和蒜苔
的零售价当日最高，4.3元一斤；冬瓜的价格最
低，1.2元一斤。

“惠民平价专区的蔬菜或从海口江楠农产品
批发市场直接调运，或由本地常年蔬菜基地提
供，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成本，从而达到降低菜
价、惠民利民的目的。”东方市供销联社副主任
朱孙波说。

“接下来我们将在多家超市、市场及小区全面
铺开，进一步做大平价蔬菜的销售覆盖面。”东方
东供综合服务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科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东方常年蔬菜基地保持规
模4000亩以上，蔬菜自给率达65%，国企主导平
价菜销售量市场份额占比15%以上。

保供稳价

三亚中学今秋开学
本报三亚7月6日电 （记者徐慧玲）7月 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获
悉，经海南省教育厅批复同意，正式将三亚中学纳
入海南省2021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学校招
生代码为1181，核定下达招生计划数400人，预
计公费生录取线为770分。

三亚中学校址位于三亚市天涯区海虹路以
西，是三亚市引进的“两校一园”教育战略发展
重点项目，其一期工程将于2021年夏季完工，第
一批学生将于2021年秋季入学。

该校高一将招收10个班级，并招收50名公
费生。初一和小学一年级分别招收6个班级和4
个班级。

据了解，三亚中学是一所15年一贯制的寄宿
制学校。在师资力量方面，学校已挑选了100多
位专任教师在海口中学待岗学习，管理班子和教
师队伍也全部由海口中学整体派出。

招生信息

近日，东方市海东方沙滩公
园及海景路沿线西侧整体改造
升级后，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近年来，东方海东方、鱼鳞
洲两大旅游景区不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逐步完善旅游区
配套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游客
满意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服务品质

广告·热线：66810888

尊敬的海南省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21 年 7 月 9 日

00:00- 06:00 对省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语音网关平台进行
优化升级，期间省12345、海口12345、三亚12345、三亚市12301
及各市县12345市民热线会转人工座机接听，影响拨打12345的成

功率，即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可能出现提示占线或忙就挂断的情
况。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12345微信公众号。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7月7日

公告

为解决海南省农垦中学危旧教职工宿舍楼的安全隐患问题，优
化校园布局，经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开展了金牛岭片区B-4-06地
块规划修改和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专家评审工作。该地块规划修
改及项目修规论证方案于2021年6月18日组织专家论证原则通
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7月7日至2021年8月5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修规设计方案需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规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B-4-06地块规划修改暨海南省农垦中学

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公示启事
海南汇鑫源置业有限公司拟建的融创桃源大观1#地二期项目

位于新大洲大道南侧,本期项目持11宗土地证共同申报，用地面积
47214.64m2，拟建2栋17-18层高层住宅、3栋9-10层高层商业办
公以及8栋4层商业办公，总建筑面积69281.89m2，地上建筑面积
57714.55m2，地下建筑面积 11567.34m2，容积率 1.2，建筑密度
17.41%，绿地率27.67%，配建647个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2016】第003448号已于2020年批建一处邻里中心，现
场核查已拆除，原许可证（460100202000368）本次注销作废处理。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7月7日至7月20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融创桃源大观1#地二期项目建筑方案公示启事

服务群众

制图/孙发强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徐书记，小区里常有人半夜喝酒
吵闹，不少老师都反映影响到了他们
的日常作息，您看怎么解决？”

7月6日上午，面对带队来到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四季馨园小区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专题调研的
琼中县委书记徐斌，小区住户、海口滨
海九小琼中附小校长刘莎宁直截了当

地倒起“苦水”。
“立即协调，安排老师们集中住

在同一栋，尽量与其他住户保持距
离。”问题凸显，对策要有，徐斌当场
就和职能部门提出了解决对策，“小
区还可采取‘积分制’管理，住户违反
相关规定且被扣完分数，就取消其入
住资格。”

四季馨园小区是琼中的保障性
住房项目，除了一般住户，也为该县

部分引进人才提供住房保障。去年
底，琼中与海口滨海九小展开合作
办学，包括刘莎宁在内的一批老师
作为引进人才来到琼中，成了小区
的新住户。

摸透“堵点”、解决“难题”，才能让
群众满意、让人才留住。除了详细了
解小区环境，徐斌还带着调研小组上
门入户，站在住户角度“身临其境”地
换位体验。

“这种水质怎么行？”在小区某
栋 501 室，洗漱台水龙头流出略显
发黄的自来水，成了调研小组找到

的又一个“堵点”。进厨房、进客
厅，调研小组陆续找出天然气管网
未接通、电视因没信号成摆设等一
批问题。

“天然气开通入户要交3000元
费用，很多老师只轮岗一年，基本都
不愿交。”“换作是我，我也不愿交，
费用由我们来协调解决。”小区住户
敞开心扉讲真话，调研小组也就问
题坦诚回应，当场作出自我检讨及
整改承诺。

“我们承诺让引进人才‘拎包入
住’，目前看来，远远没达到要求。”调

研现场，相关职能部门一一“认领”问
题，承诺一周内全部整改完成。

堵点一一揪出、对策一一亮出，不
打官腔、只办实事，这场走近群众身边
的调研，让刘莎宁感到很暖心。“调研
结束后，徐书记还叮嘱我们，今后再遇
到烦心事，一定及时反映。”刘莎宁说，
走进小区“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让小区住户看到了琼中县委、县政府
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决心，也让他们相
信今后当地的人才服务保障工作会越
做越好。

（本报营根7月6日电）

琼中专题调研组进社区察实情，疏通引进人才服务“堵点”

上门入户 换位体验 问诊开方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