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记者从
省旅文厅获悉，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省 旅 文 厅 开 展 致 敬“ 抗 疫 英
雄”，让最美逆行者顺风而行——邀
请 全 国 医 护 人 员“ 惠 游 ”海 南 活
动。其中，三亚 14 家景区响应号
召，面向全国医护工作者推出免门
票优惠。

据悉，该活动持续两个月，将联
合海南航空、各大景区、离岛免税
店等，面向全国医护工作者推出购
海航机票享折上 8.8 折、游海南景
区免门票、离岛免税购物优惠等活
动，让更多医护工作者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海岛旅游优惠。

海航机票享折上8.8折

海南航空充分考虑到医护人员

个人出行与家庭出行的旅行需求，
为医护人员及家属单独定制了专享
购票折上折产品，活动期间，全国
医护人员购买海南进出港机票实施

“1+4”折上 8.8 折优惠政策。
医护人员凭有效医护证件在海

南航空官网或海南航空 APP，购买
海南航空国内自营航线的海南进出
港机票，可在海航机票现有折扣基
础上额外享受 8.8 折优惠，优惠人
数含 1 名医护人员及 4 名以内同行
直系亲属，活动期间购买机票次数
不限。此外，购买海南航空海南进
出港机票，还可领取海南免税代金
券，畅享免税优惠。

各大景区免门票畅游

来三亚，清凉一“夏”。据了解，

三亚虽地处热带，依山傍海，凉爽
的海风、茂密的森林，加上雨季的
到来，营造出一个清凉舒适的环
境，成为暑期热门的避暑游目的地
之一。

此次活动，面向医护人员免门
票的景区覆盖全岛 18个市县，包括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海南呀诺
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海南分界洲岛
旅游区、大小洞天旅游区、南山文
化旅游区、蜈支洲岛旅游区、富力
海洋欢乐世界等多个知名景区，其
中，三亚 14 家景区响应号召，面向
全国医护工作者推出免门票优惠。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全国医
护人员在景区购票处向工作人员出
示本人身份证、《医师执业证书》或
《护士执业证书》原件，就能享受免
门票畅游海南美景。

大小洞天游览区
南山文化旅游区
蜈支洲岛旅游区
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天涯海角游览区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鹿回头风景区
大东海旅游区
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亚龙湾海底世界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南天热带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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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免票、机票打折……

三亚14家景区邀“抗疫英雄”来“乘凉”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暑期游
三亚，哪里有优惠？看这个本子就够
了。这个本子里有40多家旅游企业
的优惠产品，不仅有免税商品大额折
扣，还有各大企业推出的优惠活动
……”近日，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志
愿者正向游客推介《一人一本惠惠
游》宣传册，精美的设计+多重优惠
的产品，吸引不少游客前去领取。

在免税购物店，体验“足不出户
买遍全球”购物之旅；在后海社区潜
水、冲浪，感受海岛别样清凉；“宅”
在星级酒店，体验住宿、餐饮、游玩、

康体于一体的沉浸式度假……步入
8月，暑期已过半，三亚旅游市场人
气不减，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体
验三亚美景，也享受到三亚给出的
众多实惠。

“想去体验的景区都能在《一人
一本惠惠游》找到，还能享受诸多优
惠。”游客黄先生说。据了解，针对
景区优惠方面，《一人一本惠惠游》
宣传册给出大小洞天、南山、亚龙湾
国际玫瑰谷、天行森林公园等 A 级
景区均实行应届高考毕业生可凭准
考证免门票政策，并推出相应的优

惠套餐。其他景区，推出凭借高考
准考证享受 5折游玩所有项目等不
同程度的优惠产品。

据了解，为刺激暑期旅游消费
增长，此前三亚市旅文局会同三亚
市商务局、市旅游推广局对暑期各
类游客群体的消费特点进行分析，
策划推出的《一人一本惠惠游》宣传
册，涵盖了免税店、景区、酒店、民
宿、游艇帆船、餐饮共 49 家旅游企
业的优惠产品，原价约为 2.6 万元，
现价约 1万元，优惠让利高达 1.6 万
元。《一人一本惠惠游》宣传册已在

凤凰机场，以及参与活动的酒店、景
区、餐饮、各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有
关场所投放，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消费吸引
力，我们将在第一版《一人一本惠惠
游》宣传册的基础上，推出第二版
《一人一本三亚经济圈惠惠游》宣传
册，内容新增五指山、陵水、乐东、保
亭等地优质旅游产品资源，以及携
程、飞猪等 OTA 平台提供的优惠
券，针对不同种类的消费人群提供
特色优惠，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度假
需求。”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暑期过半三亚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一人一本惠惠游》成“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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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8 月 1 日，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印发《海南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缴存
职工离职提取业务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明确了离职职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程序。

根据《规定》，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条
件为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缴
存职工，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销
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资金：
非本省户籍，在海南省的住房公积金及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停缴满6个月以上，
且未在外省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本
省户籍，在海南省的住房公积金及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停缴满24个月以上，且未
在外省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渠道有两种。
线下办理渠道：本规定印发之日起，职
工可通过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
积金服务窗口办理；线上办理渠道：8
月 3 日起，职工可通过海南公积金
APP、海南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
等渠道办理。

离职提取业务实行承诺制申请办
理。符合上述提取条件的职工可通过
线上渠道或持本人身份证件到各市县
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签
署承诺书后办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通过共享渠道获取职工户籍、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及在外省缴存公积金
的情况。若获取的共享数据与职工实
际情况不符的，职工可提供相关佐证材
料至各市县政务服务大厅申请办理。

住房公积金停缴时间以职工最后
一次住房公积金缴存入账时间开始，
至职工申请办理离职提取的时间为
止，期间间隔应超过规定的月份数。
住房公积金缴存包含正常汇缴、全额
补缴、差额补缴等缴存业务，不包含行
政执法维权强制补缴业务。职工账户
状态正常、且单位已申请缓缴住房公
积金的，其缓缴期间不计入职工住房

公积金停缴的时间。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停缴时间以职

工最后一次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存
时间开始，至职工申请办理离职提取
的时间为止，期间间隔应超过规定的
月份数。职工账户状态正常、且单位
已申请缓缴养老保险的，其缓缴时间
不计入职工养老保险停缴的时间。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是指以国家机关、国
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养老保险,不包含
以个人身份缴存的养老保险。

海南公积金提取出新规：

离职后公积金停缴两年以上可申请提取

本报讯（记者 黄珍）7 月 29 日
上午，2022年海棠区退役军人及军
属就业专场招聘会在藤桥中学举
行，50余家企业提供400余个岗位，
涵盖政府文员、驾驶员、项目经理、
客户经理、新媒体销售主管等职位，
现场共计达成50余个就业意向。

近年来，海棠区高度重视退役
军人及随军家属的安置就业和创
业工作，想方设法为他们搭平台、
找路子、供信息、解难题，建立了良
好的军政、军民和军企关系。由于
退役军人拥有“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守纪
律”的军人作风，素质较高，受到招
聘企业的欢迎。

记者看到，现场设置有就业招
聘区、就业创业咨询台、创业贷款
咨询台、法律咨询台、线上直播互
动等五大服务版块，为前来求职的
退役军人和军属提供一站式、全方
位的就业创业服务。同时设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
法》、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优
待证申领发放工作政策等宣传展
板，广泛宣传优抚优待政策。

下一步，海棠区将始终坚持以
退役军人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服
务好广大退役军人，多措并举助力
退役军人充分就业创业，营造关心
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为海棠
区发展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海棠区：

专场招聘会为退役军人
送去400余个岗位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张秋）近日，崖州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举办崖州区 2022 年退役军人及随
军家属专场招聘活动，积极搭建退
役军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双向交流
平台，促进退役军人及军属实现高
质量就业。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崖州分局、崖州区消防大
队、三亚南山普门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等 35 家单位和企业提供岗位
100 余个，涵盖销售、消防员、协管
人员、安保人员等多个工种。

崖州区相关负责人说，退役军
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重要
的人力资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
对于更好实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
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是 2016 年退伍的，之前一
直从事军事夏令营方面的工作。”
1993年出生的退役军人陈太冠，相
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协
管人员的岗位，“岗位工作内容我
比较熟悉，相信自己能够胜任。”

现场还设置了退役军人及军属
政策咨询服务台、《中华人民共和
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宣传展板，就
退役军人及军属就业创业相关政
策进行详细解答。据悉，共有 470
位退役军人及军属进场参加招聘
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者227人。

接下来，崖州区将一如既往用
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
作，落细落实优抚优惠举措，持续
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营造就业良
好环境，切实为广大退役军人在新
的岗位上“华丽转身”搭建宽广舞
台。

崖州区：

招聘会提供百余个岗位
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问题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7 月 28
日，三亚市图书馆在驻地某部队开
展“同读一本书”庆“八·一”全民阅
读进军营活动。该活动将持续至8
月上旬，陆续在三亚 4个驻地部队
开展，积极营造“书香军营”浓郁阅
读氛围。

官兵们通过阅读分享会，共读
《月背征途》并进行阅读体会交流。
《月背征途》记录了中国探月国家队
记录“嫦娥四号”首次着陆月球背面
全过程，展示了一代探月人的成长
史、成绩单。“要让强军梦变为现实，

需要我们具备与本职岗位相适应的
能力素质，希望读书成为军营风尚，
让官兵们在阅读中点燃追梦激情。”
参与活动的官兵代表王辉说。

近年来，市图书馆在文化拥军
方面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
教育职能，助力学习型军营建设。
截至目前，市图书馆共建设部队分
馆 5 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4 个，
流动图书站58个，基本形成覆盖三
亚市驻地军警部队的公共图书馆
服务网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提供
方便、快捷、及时的图书借阅服务。

市图书馆：

全民阅读进军营
文化润心强精兵

本报讯（记者 黄珍）7 月 30日
上午，由市旅文局、市社科联主办，
市图书馆承办的“百姓讲坛”邀请
了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中心兼
职研究员、三亚法学会副会长王克
宏带来《从福建舰说起——中国百
年航母梦》专题讲座。讲座采取线
上直播、线下听讲的形式开展。

讲座中，王克宏从世界航母发
展历程、航母现状及发展、航母作
战特点和使用、中国百年航母梦等
角度，介绍了中国百年航母梦的缘

起，阐述我国发展航母的意义、定
位和态度。“福建舰于 2022 年 6 月
17日正式下水，是我国完全自主设
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也
是继中国辽宁舰、山东舰之后第三
艘航空母舰。”王克宏说，航空母舰
的建造涉及数百个学科，是一个国
家综合国力的象征。

不少听众表示，通过讲座不仅
对中国、世界的航母发展有了客观
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增强了国防观
念和国防意识，激发爱国热情。

三亚举办“中国百年航母梦”主题讲座

听百年航母梦
激发爱国热情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7 月 29
日，三亚举办“喜迎二十大 童心永
向党”2022 年庆“八·一”少儿主题
艺术文化活动——“我的一颗红
星”，近30组亲子家庭参加。

活动中，市图书馆阅读指导老
师让孩子们“找一找，我们生活中的
五角星”，孩子们在生活中发现国
徽、国旗上有五角星，解放军叔叔的
帽子上也有五角星……这些都是红
色文化的标志符号，是红色教育的

载体。老师还为孩子们讲解八一建
军节的由来，让孩子们分享身边熟
悉的军人故事，通过爱国主义教育，
让他们萌生对军人的崇敬之情，激
发爱国爱党爱军的情怀。

在现场老师的示范和教导下，
亲子家庭利用超轻粘土、扭扭棒、
吸管和牙签等制作手办。“手办以
少年热血运动的姿态向中国军人
致敬，以此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市
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说。

庆“八·一”少儿主题艺术文化活动举办

制作手办致敬最可爱的人

8 月 1 日 上 午 ，三
亚三横路抱坡段施工
现场，交通设施维护工
作人员在绘画道路标
线。

据介绍，三横路是
三亚规划的新城市主
干道，位于环岛高铁和
三亚绕城高速之间，道
路西起三亚西联络线
（S84）与天涯连接线交
叉口，东至学院路，总
长 约 18.87 公 里 ，道 路
设计为双向六车道，设
计 车 速 为 60 公 里/小
时。三横路施工共分
凤凰国际机场段、荔枝
沟段、凤凰段一期、凤
凰段二期、抱坡段等 5
个小段。抱坡段西起
育 新 路 ，东 至 落 笔 洞
路，主线按双向六车道
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
道路全长约 4.6 公里。

本报记者陈聪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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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黄 珍）近日，三亚
学院首批 1000 余份本科新生录取通
知书寄出。在目前已开始录取的省
份中，三亚学院在海南、吉林、安徽、
广东、辽宁、江西、黑龙江、重庆等 19
个省市的普通类一志愿报考率均为
100%，24 个省市投档最低分全部高

出各省省控线，其中黑龙江省录取最
高分高出省控线 100 多分，吉林省高
出省控线 70多分，河北省高出省控线
50多分。

据悉，该校 2022 年招生形势喜
人，生源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海南
自贸港建设等利好政策出台以来，三

亚学院在人才引进、教学质量、科学
研究、校政校企协同、国际化办学等
方面不断提升。该校围绕自贸港建
设需要，按照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
色，合理增设专业，着力打造办学特
色，不断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

三亚学院紧扣海南“三区一中心”

定位和产业发展布局，不断推动“产

学研用”一体化办学路径，重点投入

建设“金融产业数字化”“汽车产业数

字化”“现代服务业”“城市治理”“康

养产业”等五个重点学科建设，进一

步融入海南发展。学校今年新开设

金融科技（跨境投融资）和汉语国际

教育（国际幼儿教育）两个新的专业

方向，为自贸港培养和储备相关专业

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三亚学院首批录取通知书寄出
海南、广东、重庆等19个省市一志愿报考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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