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冤 近日袁 省生态环境厅发
布叶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条例(征求意见
稿)曳袁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遥 这意味着
我省野禁塑令冶工作再向前迈进一步遥

意见征集时间院
6月 7日前
意见反馈方式院

1.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院
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 9号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 705室土壤环境管理处 (邮政
编码院570203)袁并在信封上注明野禁塑
条例修改意见冶字样遥

2.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院
hainanspco@163.com
30970464@qq.com

3. 通过传真方式发送至院
0898-65853662

通知指出袁海口尧三亚要积极
争取创建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遥
通知强调袁 总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商品房项目袁
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比例不
低于 50%曰 总建筑面积在 5万平
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
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遥

对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
建筑项目袁达到省装配式建筑评
价标准的袁 可在市县 2019年住
房实施计划中优先给予支持曰对
达到国家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且在 2019年动工新建的商品住

房项目袁经申请由省住建厅审核
确定渊考虑项目实际达标建筑面
积因素冤袁 可适当增加所在市县
年度住房建设指标遥
通知要求袁根据叶海南省建筑

产业现代化渊装配式建筑冤发展
规划曳袁 有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
布局的市县渊尤其是西部和南部
片区的市县冤 要合理布置混凝
土预制构件生产能力袁 研究制
定优惠政策袁在符合规划尧土地
等条件的前提下袁开辟野绿色冶通
道袁积极引进企业落地建厂遥 位
于抗震设防烈度 8度 渊含 8度冤
以上地震高烈度区尧属于重点设
防类或特殊设防类的装配式建

筑袁应采用隔震减震技术袁鼓励
其他各类装配式建筑采用隔震
减震技术遥
此外袁 各市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应会同有关部门应出台本
地区容积率奖励办法袁进一步明
确具体奖励指标的把关环节及
落实机制袁对申请享受建筑面积
奖励的商品房项目予以指导遥 各
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会同
有关部门继续完善装配式建筑
从规划报建尧施工许可到竣工验
收等全过程闭合监管工作机制袁
加强对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
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方案落实
情况的监督和抽查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李兴民冤 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近日出台 叶单位申请住房公积
金缓缴尧 降低缴存比例暂行规定曳
渊以下简称叶暂行规定曳冤遥 旨在推进
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袁 减轻企业
负担袁维护职工住房公积金权益袁促
进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规范化遥
据介绍袁根据叶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曳渊国务院第 350号令冤和叶住房
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
民银行 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
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曳渊建
金也2016页74 号冤等文件精神袁我省
住房公积金缓缴或降低缴存比例的
申请对象为院

渊一冤单位生产经营困难的袁可
申请在 5%~12%的范围内降低缴存

比例曰
渊二冤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

职工工作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袁 可申请
在 2%~4%的范围内阶段性适当降
低缴存比例曰

渊三冤单位濒临破产尧已停产或
已依法批准缓缴社会保险费的袁可
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遥

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单位申请降
低缴存比例在 5%~12%范围内的袁
调低后的比例不得低于单位现行缴
存比例的三个百分点袁 多次调低比
例的间隔时限不少于一年遥 阶段性
适当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
金的期限最长为一年袁 期满后仍需
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的袁 应当重
新提出申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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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 5月24日

公 告

今年的热带乡村旅游月活动袁除了
乐东黎族自治县主会场外袁全岛各市县
及有关旅游企业都将同期举办主题各
异尧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袁将通过
乡村旅游活动推出新的特色乡村旅游
产品和路线袁让广大旅客朋友更好地参
与其中袁感受海南美丽的自然景观与独
特的人文魅力遥

据了解袁组委会将联合各市县旅文
局尧各省涉旅协会在 6月 1日-30日期
间开展 2019 海南热带乡村旅游月活
动袁并编印活动指南袁发布本届乡村旅
游文化节期间举办的活动遥旅游月期间
将开展文化和遗产日活动袁并同期举办
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遥
同时袁省各涉旅协会还将结合各市

县活动设计并推出多条海南乡村旅游
线路袁为发展海南乡村旅游尧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遥

此次的乡村旅游文化节与端午小
长假相邻袁6月 7日袁岛内外游客可以参
加 2019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袁
定安县将以 野美食+旅游+文化+宣传冶
的活动形式袁以美食为主线袁开辟并推
广定安乡村尧周边游路线遥 宣传推介定

安特色文化尧民俗风情尧优质旅游资源袁
打造定安特色品牌袁融入海南全域旅游
战略大局袁推动定安绿色崛起遥

6月 8日袁 游客可以参加海口市秀
英区组织的采海口火山荔枝游古村活
动袁在火山口举办乡村集市袁线上线下
销售火山地区农产品尧吃农家饭遥

2019年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冶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活动也将于 6
月 8日在海口举行袁期间将举办非物质
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尧第六届技艺大
赛尧传统音乐舞蹈展演尧黎族服饰展演
等文化宣传活动遥
为期 5天的第三届北部湾 (海南儋

州) 旅游美食博览会将于 6月 5日在儋
州市举行袁届时东盟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家地区尧北部湾城市群及海南省各市县
企业都将参与袁 活动涵盖乡村美食评
选尧乡村徒步尧乡村骑行等多项乡村文
化旅游项目遥
据介绍袁2018年海南全省乡村接待

游客 1024.64万人次袁同比增长 7.69%袁
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32.16亿元袁 同比增
长 12.55%遥 截至目前袁累计评定椰级乡
村旅游点 106家遥

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5月 31日启幕 十大活动精彩纷呈

诚邀你一起奔赴浪漫山海“乡”约

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主要由乐
东旅游招商推介会尧2019年 渊第七
届冤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尧海
南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发展论坛尧

乡村旅游文化图片展尧海南渊乐东冤
旅游美食与商品展销会尧 乐东尖峰
岭登山活动尧乐东传统文化展演会尧
乐东房车渊自驾车冤露营乡村文化之

旅尧野感恩奋进袁砥砺前行冶媒体乡村
采风行尧海南渊乐东冤美丽乡村绿色
骑行等十大精彩活动组成袁 以不同
方式立体呈现海南乡村之美遥

乐东尖峰岭登山活动
时间院5月 31日
内容院在登高中回归自然袁在
休闲中煅炼意志袁 在娱乐中
激发潜能袁 感受人与自然之
间的亲密接触遥

乐东旅游招商推介会
时间院5月 31日
内容院 通过举办黎族风味长
桌宴尧野抱班故事冶 主题舞台
剧表演尧篝火晚会等精彩活
动袁向与会嘉宾尧媒体记者展
示丰富的民俗文化底蕴袁推
介乐东旅游资源遥

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时间院6月 1日上午
内容院通过文艺表演尧椰级乡
村旅游点授牌尧 房车骑行发
车仪式等活动袁 着力展示海
南乡村旅游特色和乐东黎乡
魅力遥

海南乡村旅游
与休闲农业发展论坛
时间院6月 1日下午
内容院以野全域旅游尧乡村振兴尧精准
扶贫要要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乡村
表达冶为主题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尧政府相关部门尧标杆企业尧投资
机构等同台演讲与对话袁共同探讨乡
村旅游生态系统产业升级袁助力精准
扶贫和乡村振兴袁构建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等话题遥

乐东传统文化展演会
时间院6月 1原5日
内容院黄流书法展示尧白沙河谷文物
展尧莺歌海传统文化展示尧妈祖文化
活动尧龙舟竞赛等遥

野感恩奋进袁砥砺前行冶
媒体乡村采风行
时间院6月 2日
内容院 邀请记者及摄影爱好者采风袁
宣传推介乐东美丽乡村建设成果遥

乡村旅游文化图片展
时间院6月 1原3日
内容院展现海南椰级乡村旅游点尧乡
村民宿尧 乡村旅游点尧 旅游扶贫成
就尧乐东乡村旅游等相关主题图片遥

海南渊乐东冤旅游美食与商品展销会
时间院6月 1原3日
内容院以展示尧品尝尧销售等形式展
现乡村旅游美食文化遥

乐东房车渊自驾车冤
露营乡村文化之旅
时间院6月 1原3日
内容院由房车和露营生活展示尧房车
巡游尧自驾体验三大版块组成袁邀请
全国各地的房车/自驾车车友走进
乐东袁助力乡村旅游文化节遥

海南渊乐东冤美丽乡村绿色骑行
时间院5月 31日-6月 1日
内容院游览毛公山生态博览园袁组织
美丽乡村绿色公益骑行袁 举办旅游
扶贫爱心集市尧品鉴特色美食遥

我省出台叶单位申请住房公积金缓缴尧降低缴存比例暂行规定曳

企业经营困难可申请降低缴存比例

海南三部门联合推进装配式建筑

项目达到省标 市县可优先给予支持

请你提意见！
海南就野禁塑令冶条例
公开征求意见

十大活动 精彩纷呈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李兴民) 近日袁海南省住建
厅尧省发改委尧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三部门联合发出 2019年推进装
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遥 明
确对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建筑
项目袁达到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的袁 市县可在 2019年住房实施计
划中优先给予支持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今年的乡村旅游文化盛宴要要要海南乡村旅游文化
节即将到来遥 5月 15日袁2019年渊第七届冤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遥 据组委会介
绍袁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以野全域旅游 山海耶乡爷约冶为主题袁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尧乐东黎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袁将于 5月 31日要6月 3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启幕遥 主会场将举办乐东
旅游招商推介会尧2019年渊第七届冤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尧乐东尖峰岭登山活动等十大精彩活
动遥 全省各市县还将启动为期一个月的 2019海南热带乡村旅游月袁为国内外游客献上海南丰富乡村
旅游文化大餐袁让更多游客走进海南美丽乡村袁奔赴与海南岛的这一场浪漫山海野乡冶约遥

十大活动立体呈现海南美丽乡村

热带乡村旅游月 玩转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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