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新闻记者 陈王
凤冤11月 24日袁 商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渊省就业局冤 获悉袁2022
年海南省野三支一扶冶招
募工作目前已落下帷
幕袁 经严格规范的面试
选拔袁 最终 400人被选
送到基层岗位开始为期
2年的服务遥

据悉袁2022 年海南
省野三支一扶冶招募公告

于 6月 30日公布袁 计划
招募 400名高校毕业生袁
到我省农村基层从事支
教尧支农渊水利冤尧支医尧
乡村振兴等工作袁 服务
期为 2年渊2022年 9月 1
日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冤袁招募岗位向脱贫地
区尧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袁
招募人员向服务地生
源尧低收入家庭尧少数民
族尧退役大学生士兵尧残
疾毕业生等人群倾斜遥

2022年海南省
野三支一扶冶招募工作结束
400人将投身
农村基层

24 日夜间到 25 日
白天院 北部袁 多云有小
雨袁 最低气温 23-25益袁
最高气温 30 -32益 曰中
部袁多云袁局地有小雨袁
早晨局地有雾袁 最低气
温 22-24益袁 最高气温
29-31益曰东部袁多云袁局
地有小雨袁最低气温 23-
25益 袁 最高气温 28 -
30益曰 西部袁 多云有小
雨袁早晨局地有雾袁最低
气温 22-24益袁最高气温
29-31益曰南部袁多云袁局
地有小雨袁最低气温 23-
25益 袁 最高气温 29 -
31益遥

25 日夜间到 26 日
白天院北部和中部袁多云
有小雨袁早晨有雾袁最低
气温 21-25益袁最高气温
27-30益曰东部袁多云袁早
晨局地有雾袁 最低气温
23-25益袁最高气温 27-

29益曰西部袁多云有小雨袁
早晨局地有雾袁最低气温
22-24益袁 最高气温 28-
30益曰南部袁多云袁局地有
小雨 袁 最低气温 22 -
24益 袁 最高气温 28 -
30益遥

26 日夜间到 27 日
白天院北部和西部袁多云
有小雨袁 最低气温 22-
25益 袁 最高气温 29 -
32益曰中部和南部袁多云袁
局地有小雨袁 最低气温
22-25益袁 最高气温 28-
31益曰东部袁多云袁最低气
温 23-25益袁 最高气温
27-29益遥

27日夜间到 29日袁
全岛多云间晴为主袁局地
有小阵雨袁 最高气温升
高曰30 日到 12 月 1 日袁
受冷空气影响袁全岛多云
转阴有小雨袁气温下降曰
各海区风力 5-7级遥

琼岛今明天雨水依旧
27日起天气逐渐好转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陈王凤冤
11月 24日袁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社保中心获悉袁海
南今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将于 12 月
29 日截止袁 还未参保或未缴费的小伙伴们抓紧
行动遥

为了让城乡居民能够 野一次办冶野打包办冶野零
跑动冶, 原先由社保部门负责办理的参保登记和税
务部门负责办理的保费缴纳两件业务袁 目前通过
野海南一卡通冶APP推行的 野参保+缴费冶 合并办理
模式可一步办结遥

据了解袁野参保+缴费冶 合并办理的模式推行
后袁参保缴费业务流程由野参保申请-复核-缴费冶
调整为野参保申请-缴费-复核冶袁复核环节后置袁并
且复核上报从村尧镇到县级逐级定期上报调整为网
上实时传递申报审核遥 申请材料精简了身份证尧户
口本原件和复印件袁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
APP实现野掌上办冶遥参保缴费全流程办结时限由 1
个月左右压缩至 3个工作日内遥

海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实现“参保 +缴费”
掌上“一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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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高峰袁滨海大道交通流量集中遥 演唱会
16时 30分开始进场袁恰赶上海口中学尧滨海九小
放学时段袁车流叠加袁周边路段将车多缓行遥 建议
附近小区居民提前安排个人日程袁 尽量错峰进出遥
途经滨海大道万绿园尧演艺中心路段的其他社会车
辆尽量错峰通行或绕行国贸区域遥

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今晚椰城举办
海口交警发布交通出行提示

这些路段将交通管制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新闻记者 许文
玉冤11月 24日袁 记者从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获
悉袁 第三届 野钟表与奇
迹冶 海南高级钟表展将
于 12月 2日登陆 cdf海
口国际免税城和 cdf 三
亚国际免税城袁 十三家
高级制表品牌将向全球
消费者展示其经典钟表
系列与超凡腕表作品遥
展览将持续至 2023年 2
月 28日袁为期三个月遥

据介绍袁今年野钟表
与奇迹冶海南高级钟表
展是旅游零售渠道首
次举办专业钟表文化
展 袁同时也是 202 2 年
国内唯一高级钟表展袁
带来了朗格尧 名士表尧
卡地亚尧 芝柏表尧 爱马

仕尧IWC万国表尧 积家尧
万宝龙尧沛纳海尧伯爵尧
罗杰杜彼尧 雅典表及江
诗丹顿等十三家高级
制表品牌参与袁为中国
表友打造一场高品质
时光盛宴遥

借助离岛免税政策
优势袁 海南已经成为免
税消费的新高地袁 吸引
着消费者及游客前来打
卡遥今年袁世界最大单体
免税店 cdf 海口国际免
税城的开业更是为消
费者们带来了更多元
的旅游购物新体验袁本
次钟表展特设的钟表
文化展区也坐落于此袁
与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
如双子星般流量互哺袁
扩大海南高级钟表展的
影响力遥

时光盛宴
“钟表与奇迹”高级钟表展

12月 2日登陆海口三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陈勇合冤 11月 25日渊周五冤18时 30分袁第 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在海口
湾美源码头广场举办袁观演人数约 5000人遥 届时袁演唱会进场人员与附近学校接送车辆叠加袁滨海大道周边交通压力
短时剧增遥 海口交警部署足够警力做好现场交通疏导与管制分流袁并发布交通出行提示遥

进场路线与停车区域
一尧建议观演人员乘坐公交车在玉兰路附

近上下客袁就近前往演唱会现场遥
二尧自驾车观演人员需在万绿园西门停车

场尧海南国际创意港尧海口湾演艺中心尧海口
会展工场以及国贸区域停车场等处停车袁再
步行前往演唱会现场遥

绕道、错峰出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海拔新闻记者 陈王凤冤
海南今明两日袁雨水继续
野霸屏冶袁 早晨局地还有
雾袁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
安全曰27日起天气逐渐好
转袁 但 30日起受冷空气
影响袁全岛多云转阴有小
雨袁气温又会有所下降遥

注意！12月 29日截止缴费！

一尧红棉东路东向西单向交通袁红棉东路与茉莉路
交叉口禁止西往东直行与南往东右转遥

二尧玉兰路北段(民生东路至红棉东路)南往北单向交
通袁 民生东路与玉兰路交叉口禁止西往北左转与北往西右
转袁阳光经典尧海口湾 1号等周边住户绕行红棉东路遥

管制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