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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本报抱由11月7日电（记者周月光）碧海蓝
天，沙滩落日。11月6日下午，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龙沐湾，2021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乐东城市
站暨2021海南乐东最美落日沙滩马拉松赛如期
开跑。

当天16时，上千名跑者沿着海滩激情开跑。
作为赛事领跑者，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男子帆板
RS：X级冠军毕焜表示，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海洋和沙滩，希望能多举办沙滩运动和水
上运动，拓展海南沙滩运动和水上运动赛事，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感觉非常好。”一位来自广西博白的跑者刘
先生说，乐东龙沐湾的沙滩很细很软，赤脚沿着海
边踏浪奔跑感觉更好。

本次赛事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举
办，组委会制定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在活动会场
入口处对所有入场人员进行体温核查，并查询14
天行程轨迹和健康码，确保活动安全有序举办。

11月6日，在乐东龙沐湾，2021海南沙滩运
动嘉年华乐东城市站暨2021海南乐东最美落日
沙滩马拉松赛如期开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021海南乐东最美落日
沙滩马拉松赛开跑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李
京赟）海南省关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实施细则近日
开始施行，旨在进一步规范工资保证
金管理，优化营商环境，让农民工不再
忧“薪”。

工资保证金是指工程建设领域施
工总承包单位在银行设立账户并按照
工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专
项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
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专项资金。

由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等六部门
联合制定的相关实施细则明确，本省
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单位（包括
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
包单位）应当以工程项目为单位存储
工资保证金，或按相关规定以金融机
构保函替代工资保证金存储。施工总
承包单位可以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工

程保证保险方式替代工资保证金存
储。

适用工资保证金制度的项目包
括：土木、建筑工程、通信工程、土地整
理、大型成套设备安装、幕墙、园林、消
防、室内外建筑装修等项目（包括新
建、扩建、改建项目）；水利工程、电力
工程、农田建设项目；机场、公路（含村
道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水运工
程）、管道等所有交通运输行业施工工
程项目和参加交通行业工程项目；旅
游行业工程项目；渔港及海洋牧场建
设项目；其他依法需要办理施工许可
证或批准开工报告的在建工程项目；
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
工报告，但施工合同造价在300万元
（含）以上的在建工程项目。

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
1亿元以下的，按2.5%存储，存储金额

不超过200万元；
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

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按2%存储，
存储金额不超过600万元；

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
5亿元以上的，按1.5%存储，存储金额
不超过800万元。

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同一工资保证
金管理地区有两个以上在建工程，在
前款的基础上，存储比例下浮0.5%。

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
后，已按要求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施工总承
包单位代发工资和维权信息公示等制
度，新增工程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额
度按以下比例予以减免：连续2年未
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减免
70%；连续2年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且上一年度被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评定为
诚信良好的，减免80%；连续2年未发
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且上一年度
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行业
主管部门评定为诚信优秀的，减免
90%；连续3年未发生拖欠工资且按
要求落实前款制度的，其新增工程项
目可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按前款规定减免工资保证金存储
额度后，如该项目出现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10个工
作日内按实施细则相关条款规定数额
的2倍存储农民工保证金（含之前已
存储的数额）。

工资保证金业务实行网上审核管
理，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
应通过海南省人社厅官网（http：//
hrss.hainan.gov.cn/），点击访问海南
省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申报存储、减免

和退还工资保证金相关事项。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市县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可以依法划转使用施工总
承包单位存储的工资保证金支付被拖
欠的农民工工资：工程项目发生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
行政处理决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到期
拒不履行的；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发
包、分包给个人或不具备合法经营资
格的单位，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施
工总承包单位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以
施工总承包企业的名义对外承揽建设
工程，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施工总
承包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
被调查或账户被查封、冻结等原因，导
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其他原因导致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我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开始施行

工资保证金新规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本报上海11月7日电（特派记
者周晓梦 罗霞）11月7日，在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
进博会）举办期间，由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主办的海南自贸港政策
说明会暨旅游文体产业招商推介座
谈会在上海举行。

推介座谈会上，与会嘉宾观看

了海南自贸港宣传片，省旅文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贸港相关政
策，并对海南旅游文体产业进行招
商推介。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观
澜湖产业园、海口江东新区、三亚中
央商务区等园区代表分别作招商推
介。此外，推介会还设置交流座谈
环节，参会企业代表积极提出有关

投资方向、产业环境等领域问题，省
旅文厅负责人现场进行政策指导、
答疑解惑。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以此次推介座谈会为契机，让参
会企业把战略发展的目光投向海
南，与海南自贸港携手并进，共谋发
展，实现双赢。同时，也希望沪琼两

地旅游文体业界进一步加强合作，
积极培育开拓新客源市场，开创两
地旅游文体领域合作新篇章。

复星集团、万豪酒店集团、洲际
酒店集团、雅辰酒店集团、云顶邮
轮、久事体育等进博会参展企业，以
及来自上海的旅游文化体育界40
余家企业或机构相关负责人参会。

本报上海11月 7日电 （特派
记者周晓梦 罗霞）11 月 6 日，在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进博会）上，中国旅游集
团交易分团签约仪式举行。该集
团与全球合作伙伴达成了更广泛

的合作意向，签约金额同比增长
32.5%。

进博会期间，该集团组建交
易分团赴现场参会采购。同时积
极争取扩大采购签约成果，逐项
梳理上一届进博会进口情况，深

入挖掘采购潜力。该集团与包括
雅诗兰黛、轩尼诗、保乐力加等在
内的 24家海外供应商签约，签约
项目涵盖香水化妆品、进口烟酒、
食品等品类。

中国旅游集团方面发布消息

称，今年是该集团连续第四年参
加进博会，将充分利用进博会平
台，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强
与海外合作伙伴的合作交流，提
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助
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旅游集团交易分团签约仪式举行

签约金额同比增长32.5%

海南自贸港政策说明会暨旅游文体产业招商推介座谈会在沪举行

沪琼两地有望加强旅游文化合作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单云鹏 通讯员云蕾）
为有效检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项目保障流程的合理性、各类设
备设施的适用性以及特情处置的联
动性，实现“零事故、零拖延、零差错、
零疏漏”的转场运营工作目标，11月
6日，美兰机场举行二期转场运营综
合演练活动，为12月2日正式投入运

营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本次演练由民航海南安

全监督管理局全程监督、指导，美兰
机场联合转场航司及驻场各单位，模
拟进出港航班共40架次，由来自美
兰机场及各驻场单位的员工、员工家
属、社会志愿者共3400余人扮演旅
客，携带2000件模拟行李，并由海南
航空、南方航空分别提供2架真实航

空器进行了全流程模拟运行。
演练科目包括空管塔台与机坪

塔台航班移交验证、航空器地面保障
全流程、旅客进出港保障流程、公共
交通运行流程、高峰时段压力测试、
航班运力调整、不正常航班保障流
程、特殊旅客保障流程、疫情防控流
程、运行系统与设施设备测试、航站
楼商业服务等11个项目。为进一步

了解旅客的真实模拟感受，每位参演
旅客在模拟流程完成后，可从流程体
验、服务设施设备等方面提出意见或
建议。

据悉，美兰机场二期对标世界一
流机场，结合我省“十四五”综合交通
运输规划，以民航局“平安、绿色、智
慧、人文”四型机场为指导，以自贸港
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为目

标，打造海南自贸港空中门户。其
中，新建T2航站楼面积约30万平方
米，共有5个值机岛，110个值机柜
台，40条安检通道，36个廊桥登机
门，21个远机位登机门，免税商业面
积将近1万平方米。项目投入使用
后，计划到2025年可满足年旅客吞
吐量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
万吨的标准。

海口美兰机场举行二期转场综合演练
计划12月2日投入运营

海口江东新区鸿宝集团总部
大楼项目主体结构全面施工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刘梦晓）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海口江东新区鸿宝集团海南自贸港
投资总部项目部获悉，随着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这一总部项目已按进度节点冲出“正负零”。标志
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了主体结构全面施工阶段。

今年5月13日，海口江东新区鸿宝集团海南
自贸港投资总部项目正式开工，启动建设。项目
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施工计划推动建设，并克服了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如期完成冲出“正负零”这一
重要节点。

据悉，该项目总占地16.68亩，总建筑面积
4.1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国际化总部办公
区、配套服务与商业区、地下车库（含人防）等。项
目规划为地上7层、地下2层单体建筑，建筑设计
高度为29.9米。

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展完成约30%，项
目现场支护桩、工程桩、土方已全部完成，地下室
结构施工完成。项目将继续冲刺，计划于2022年
1月份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双11”临近

海南全力做好快递业务
旺季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郝莹莹）今年快
递业务旺季自11月初至2022年春节（2月1日）前
夕，共计92天。预计“双11”“双12”、圣诞节以及
2022年元旦和春节前的电商集中促销将带动业务
量显著增长。旺季期间全省邮政快递业第一波小峰
值将在11月4日至8日到来，第二波峰值将在11月
13日至18日之间。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邮政管
理局了解到，我省将全力做好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
服务保障工作，统筹疫情防控与行业发展，努力打造
安全旺季、畅通旺季、暖心旺季、绿色旺季。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将通过
全面动员部署、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升服务质
量、加强安全保障、推进绿色转型、保障合法权益
等，积极做好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

提升服务质量方面，省邮政管理部门将督促
指导海南区域企业采取措施，做好电商企业驻场
合作，合理控制分拨中心、网点邮件快件量，稳定
邮件快件揽收处理节奏，加强人员运力、处理能
力、场地设备、信息系统等保障，增强应对旺季高
峰压力的能力，落实服务标准，规范业务操作，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海口600家企事业单位
提供1万个岗位
13天收到7.6万份简历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1月7日从海口
市委人才发展局获悉，自2021年海南
自由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10月24日
在海口启动以来，备受四方人才的关
注，简历投递的热情持续高涨。截至
11月5日10时30分，海南自贸港招
聘网（www.ihnhr.com）收到的简历
投递数达到7.6万份，网页浏览量超
过106万人次，各类数据持续刷新。

记者了解到，海口市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的号
召，落实招才引智工作各项要求，围绕
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从用人单位实际
需求出发，深度挖掘人才岗位，通过招
才引智平台向广大求职者发布。

目前，海口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十
二大重点产业发展需要，共发动征集
招聘需求企事业单位近600家超过1
万个岗位；其中海口四大重点园区共
征集岗位4497个，综保区1296个、高
新区1535个、江东新区1319个、复兴
城347个。求职者可以登录海南自贸
港招聘网搜索岗位、投递简历。

海口龙华区举办
公益性招聘会
11家单位提供
370个岗位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11 月 6日上午，

“才聚龙华、扬帆自贸”2021年海口市
龙华区公益性招聘会在“海口龙华人
才之家”举办，共有11家龙华区优质
用人单位参会，展示并发布了72个职
位共370个岗位，涉及管理、销售、技
术、工程等相关岗位，涵盖了金融、旅
游、制药等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产业。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求职人才
认真观看招聘简章和岗位详情，与用
人单位面对面沟通双选意向。其中，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展位较受关注，
求职人才争相了解情况。

现场还安排了专业的人力资源专家
提供简历诊断服务，与求职者分析简历
可能存在的问题，从简历的美观度、丰富
度、匹配度等方面提供专业建议，帮助求
职人才提高简历质量，提升应聘效率。

本次招聘活动为贯彻落实“聚四
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人才战略，着力
搭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精准对接平
台，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提供龙华人才保障。

本次招聘会由海口市龙华区委组
织部、海口市龙华区委人才发展局主
办，辅安人才人力资源（海南）有限公
司和智联招聘联合承办。

关注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
招才引智活动

各地美食汇聚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近百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千家企业参展，其中有近30家全球500强及行业龙头企
业，带来产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优质食品。 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11月6日，塞尔维亚
参展商在展馆推介产品。

⬅11月6日，观众在展
馆了解品尝黎巴嫩巧克力。

“舌尖”上的进博会

澄迈⇌海口市域列车
14日通车
现可购票

本报金江11月 7日电 （记者高懿）11月 7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发现，现
在已经可以购买14日起的往返老城镇站至美兰
站的市域公交化列车车票，车次以S开头。

据了解，14日，老城镇站至美兰站S开头的
车次最早一班发车时间为6时20分，7时16分到
达，全程耗时56分钟。最晚的一班发车时间为
20时20分，21时18分抵达。

美兰站至老城镇站最早一班发车时间7时28
分，最晚一班发车时间21点30分。以S8004车次
为例，早上7点28分从美兰站发车，8点25分到达
老城镇站，无座票价14元/人，耗时57分钟。

据了解，两列澄迈县市域公交化列车已于6
日上午从铁路南港登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