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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方便广大群众咨询相关政策、了
解防控措施，做好健康宣教，现将省指挥
部和各市县疫情防控 24小时热线电话
公布如下：

省指挥部：0898-65329607；
海 口：0898-68701038；
三亚：16689699122、18689701622；
三 沙：13876659271；
儋 州：0898-23366120、23399120；
琼 海：0898-62934940、62821966；
文 昌：0898-63266823；
万 宁：0898-62223575；
东 方：0898-25527110；
五指山：0898-86622448；
乐 东：0898-85523209；
澄 迈：0898-67611944、67630123、

67623539；
临 高：0898-28355880；
定 安：0898-63822069（24小时值班

电话）、63837291（疫情防控政策解释电
话）；

屯 昌：0898-67826671；
陵 水：0898-83323213；
昌 江：0898-26622072；
保 亭：0898- 83669523、83666376

（白天）、83665868（晚上）；
琼 中：0898-86221586；
白 沙：0898-27710595、27723607；
洋 浦：18976719947。

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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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马
珂）随着2021年中秋节假期来临，
人员流动性大，旅游、聚会等聚集性
活动将明显增多，且当前是登革热、
流感、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等重点
传染病高发期，多病共防任务紧
迫。9月18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
《关于做好2021年中秋、国庆节假
日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市县要严格做
好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
疫情防控，落实测温验码、室内通
风、环境消毒、安全距离、个人防护
等各个环节防控规范。假期期间

做好公共场所管理。商场、超市、
宾馆、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浴池、
影院、网吧、KTV等室内公共场所，
要通过限流、预约、错峰、限时等方
式，减少大范围人员聚集活动，人
员聚集时要管控分流。

中秋、国庆假日期间，文化和旅
游部门要严格做好旅游各环节的疫
情防控管理。旅行社对旅游产品要
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合理控制团队
规模，做好游客的信息采集、健康查
验、体温监测，做好游客在乘车、入
住、参观、就餐等环节的疫情防控提
醒。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
约、错峰”的要求。旅游景区要严格
落实扫码登记、测量体温等要求，引

导游客执行好“一米线”，规范佩戴
口罩等防控措施。

学校及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引导
干部职工及师生“双节”期间尽量减
少出行，科学规划假期生活，坚持

“非必要不外出”，确需出行的，出行
前请了解目的地实时疫情变化及
防控措施，自觉遵守并主动配合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尽量选择就近区
域，错峰出行，不聚集、不扎堆。截
至目前，国内疫情重点地区有云南
省德宏州、福建省莆田市、福建省泉
州市、福建省厦门市，请实时关注国
内疫情动态，坚决不去疫情重点地
区及周边区域，确保节后安全返岗
返工。

我省部署中秋节假日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旅游景区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

■ 本报记者 昂颖 通讯员 袁梦

9月17日，2021“行走中国·海外
华文媒体海南行”活动落下帷幕。13
日至17日期间，24位华文媒体人走进
海口、儋州、洋浦、琼海、万宁、三亚等
地，探访海南的重点产业园区和美丽
乡村，了解海南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用镜头定格美丽风光，用文字记录
海南故事，近距离感受海南自贸港建
设蓬勃展开的魅力。

儋州东坡书院、博鳌留客村蔡家
宅、海口骑楼老街……一个个文化地
标，将历史与现代碰撞融合。“这里承
载着海南独特的侨乡文化，浓缩着华
侨的艰苦奋斗史和浓浓桑梓情。”蔡家
宅古色古香的中堂、异域风情的琉璃

围栏、古朴精致的木质雕花，深深吸引
了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执行社长张
春梅的目光。

素有海口“小外滩”之称的骑楼老
街，是海外琼籍华人华侨“乡愁”所
在。在这里，采访团品味着这个沉淀
百年历史文化的南洋风情街区焕发出
的新活力。意大利侨网总编王卫平
说：“海口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还
要多来这里几次，细细看，慢慢品，多
推介。”

作为海南自贸港政策先行先试的
“孵化器”，重点产业园区成为采访团
关注的焦点。“除了拥有深水良港等地
理优势外，洋浦还有投资、税收等优惠
政策加持。这里将成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走访洋浦保

税港区时，采访团一边听介绍，一边感
慨眼前的勃勃生机。

参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时，面对展板上的政策介绍，埃及
《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娥频频举起手
机拍照记录，生怕错过这些“知识点”，
并及时将内容转发至微信朋友圈。她
发出感慨：“这真是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的好政策。”

在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示范基
地，日本《关西华文时报》副总编辑蒙
令华表示，海南背靠国内巨大市场，可
以通过自媒体电商平台，将自贸港打
造成为中国国内市场与以东南亚为重
点的区域市场的重要连接点，建立起
辐射全国及东南亚市场的商贸渠道。

（本报三亚9月18日电）

近距离感受自贸港魅力
海外华文媒体海南行侧记

本报海口9月 18日讯 （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刘爽 翁小芳 吴春
娃）据海南省气象部门9月18日消
息，预计中秋节假日期间（9月 19
日至21日），气温适宜，海南全岛多
阵性降水，大部分时段有利于户外
活动。中秋节之夜东南部地区云

量较多、有短时阵雨，对赏月有一
定影响，其余地区云量较少，适宜
赏月。

预计中秋节假期（9月19日至
21日），海南岛西部、中部和北部地
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有阵
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 32℃至

35℃，最低气温21℃至25℃；海南
岛东部和南部地区多阵性降水，局
地有大到暴雨，最高气温 29℃至
32℃，最低气温 22℃至 25℃。其
中，中秋节当日（21日），白天全岛多
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东部
和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

中秋节假日期间海南全岛多阵性降水

中秋当晚大部分地区适宜赏月

儋州举行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

近400名学子将获资助
本报那大9月18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

约记者李珂）9月17日上午，2021年儋州市
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捐赠暨助学
金发放仪式在那大举行，20名贫困大学新生
代表在现场接受资助。据悉，今年将有近
400名符合条件的学子获得资助。

现场通过视频回顾今年的“圆梦之旅”，
展现了圆梦行动实施过程中涌现出的感人
故事。据了解，为了帮助低收入家庭学子圆
梦大学，今年6月份，儋州市政协、共青团儋
州市委、市慈善总会和市工商联（总商会）等
单位，广泛发动当地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截至目前，
今年总共募集资金243万余元，将助力近
400名学子圆梦大学，充分弘扬儋州崇学向
善、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据介绍，儋州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
2011年实施以来，足迹遍布儋州市16个乡
镇，共计筹集善款1500余万元，帮助3000余
名儋州学子圆梦大学，并连续10年被团省委、
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授予“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组织奖”“圆梦行动先进集体一等奖”。儋州
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经发展成为品牌效应
强、动员范围广、募资金额高、操作规范强的品
牌助学活动，帮助更多的儋州市低收入家庭
的孩子解决了“从家门到校门”的难题。

第二届海南（海口）文峰塔文化节将举行

千年文脉耀古城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李佳飞）为

进一步增强海口市琼山区文化软实力，深入
挖掘府城这座千年古城历史文脉，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2021年第二届文
峰塔文化节将于9月25日至29日在海口市
琼山区府城镇石塔村举行。

此次文化节以“千年文脉耀古城”为主
题，将联动政府部门、民间协会、媒体、企业等
社会各界力量，深化合作，传承历史，讲述好

“文峰塔故事”，展示古城新时代风韵。
经数月精心筹备，文化节开幕式晚会将

于9月25日晚举行。开幕晚会演出包括“千
回大宋”“琼州风采”“砥砺前行”等三个篇章，
集合了歌曲、舞蹈、武术表演、儋州调声、琼
剧、杂技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声情并
茂，展现琼州文化古韵的同时，讴歌新时代美
好生活。

文化节为期5天，活动得到海南各市县
民间文艺团体的支持，大家纷纷踊跃报名参
与。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以举
办节日为契机，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力争打
造出琼州文化活动品牌，助力海南精神文明
建设。

9月17日，三亚市海棠区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来自海棠区各机关单位、三亚国际
免税城等企业的干部职工及党员群众纷纷挽起袖子，为爱献血。 通讯员 孙器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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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刘梦晓 实习
生陈昱晗）9月18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
于调整我市购房政策和人才落户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相关部门就此进行了解答。

问 海口出台《关于调整我市购房政策和人才落户
政策的通知》有何意义？

答：《通知》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房住不炒”
定位精神，切实履行房地产调控城市主体责任，提高调控
政策措施的精准性，从海口市的实际及时适度调整相关购
房及人才落户政策，促进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通知》适度调整了新引进人才、未落户人员的购房条
件，实行全域无差异限购，强化住房调控措施，对未实际在
海口市工作的人才，加强购房管控，有利于引导落户人才
真正在海口市工作和创业，稳定供需市场，努力实现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问 《通知》实施后，哪些人员购房政策有调整？

答：（一）新落户我省的人才（不含高层次人才）。原政
策为：自在我省落户之日起购买商品住宅，享受本地居民
同等待遇，即可购2套住房。现实施的政策为：须提供本
人在我省累计12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交记录，方
可在海口市购买第1套住房（含二手住房，不含产权式酒
店，下同）；在第1套住房购房合同备案满36个月后，方可
购买第2套住房。《通知》实施之日起新落户的人才，其家
庭在本省已有1套住房的，须提供本人在我省累计12个月
及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交记录方可再购买1套住房；已有
2套及2套以上住房的，不能再购买住房。

（二）未落户我省的人才（在我省实际工作但尚未落
户的人才）。原政策为：家庭成员中至少1人在我省累计
缴纳12个月及以上社保或个税，且在我省无自有住房，
可在我省购买1套住房。现实施的政策为：须提供本人
在我省累计24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交记录，且在
我省无自有住房的，方可在海口市购买1套住房。

（三）非本省户籍人员。原政策为：在海口市限购区域
内购房的，须提供家庭成员中至少1人在我省累计60个月
及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交记录；在限购区域外购房的，提
供家庭成员中至少1人在我省累计24个月及以上的社保
或个税缴交记录，且在我省无自有住房的，可在海口市购
买1套住房。现实施的政策为：不再区分限购及非限购区
域，凡在海口市行政区范围内购房的，须提供家庭成员中
至少1人在我省累计60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交记
录，且在我省无自有住房的，方可在海口市购买1套住房。

（四）离异人士。原政策未做限制。现实施的政策
为：夫妻离异的，自离异之日起任何一方3年内购买商品
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在我省拥有住房
的总套数计算。即《通知》实施后的离异人士，离异之日
起3年内是否具备购房资格，要看离异前家庭拥有的住
房总套数，如未达到其适用的购房政策规定套数，可在政
策范围内购买住房；如已达到或超过其适用的购房政策
规定套数，不能再购买住房。离异时间以离婚证登记日
期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日期为准。离异后再婚的，以
新家庭为单位执行住房限购政策。《通知》实施前已办结
离婚登记手续的，按原政策执行。

问 哪些人员购房政策无调整？

答：2018年4月22日前（含4月22日）落户本省的居
民；2018年4月22日后至《通知》实施前落户本省的居
民；《通知》实施前已落户的各类人才；经认定的各类高层
次人才（A、B、C、D、E类）；总部企业、招商项目企业人才
及机关事业单位人才，继续按照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商务局《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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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的
相关规定执行。

问 未落户我省的人才、非本省户籍人员在《通知》
实施前已取得购房资格码尚未购买住房，《通知》实施后
是否可继续购房？

答：未落户我省的人才、非本省户籍人员在《通知》实
施前已取得购房资格码尚未购买住房，按《通知》执行。
即《通知》实施后，符合《通知》规定的，购房资格码仍有
效；不符合《通知》规定，购房资格码将注销。

问 《通知》实施前已签订购房协议或认购书，且支
付相关房款的，是否适用新政？

答：对《通知》实施前已提交合同备案或完成购房合同
备案的，继续适用原政策完成合同备案及不动产登记手
续；《通知》实施前未提交合同备案但已签订购房协议（或
认购书）及已支付房款（含定金、首付款），且符合相应时期
住房限购政策的，可凭购房协议（或认购书）、银行转账凭
证（不含现金支付）等资料，继续办理购房合同备案及不动
产登记手续。

问 《通知》实施前已申请人才落户但未取得《准予
迁入证明》或已取得《准予迁入证明》但尚未在海口市迁
入户籍的，政策实施后如何办理落户手续？

答：《通知》实施前已申请人才落户的，但未取得《准
予迁入证明》，按《通知》执行；《通知》实施前已取得《准予
迁入证明》但尚未在海口市迁入户籍的，按原政策办理落
户手续。

问 《通知》实施前已申请人才落户但在政策实施后
方取得本省户籍证明的人才（不含高层次人才），其购房
政策如何执行？

答：以《准予迁入证明》记载日期为准，记载日期在

《通知》实施后，按《通知》执行。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吴维杨 美编：陈海冰

9 月 15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为2021年海
南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暨海南省第五届割胶技能（白沙杯）
竞赛提供现场服务，助力该项赛事取得圆满成功。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派出工作人员，为来自省总工会、省人社厅、
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参赛

选手提供金融知识讲解服务，利用展台宣传邮储银行的信
贷、信用卡等产品。海南省 160 名割胶“神刀手”参加了竞
技，决出一、二、三等奖共9名，获奖选手荣获邮储银行颁发
的荣誉证书和奖金，部分获奖选手将参加第四届全国农业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橡胶割胶）决赛。

（撰文/蔡克明 图/符德勇）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积极助力海南省第五届割胶技能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