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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 1日讯 （记者邓海
宁）记者从海口市老龄办获悉，我省新版
《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于今日开始启
用，老年人可免费申领，旧版优待证
2019年7月1日起停止使用，停用前旧
版仍可继续使用，不需更换。

按照相关要求，新版《海南省老年人
优待证》由省老龄办统一印制，免费下发
市县使用，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市
县老龄办负责发放。申办范围为本省户
籍老年人或在本省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

的外埠老年人，本省户籍老人到所在地
的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申领，外埠老
人到居住地村（居）委会申领。老人也可
携带相关申领资料直接到区老龄办现场
申请制发证件。

办理新版《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需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
件；本人近期正面免冠红底1寸彩照1
张，外埠老人还需提交现居住地派出所
出具的在本省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
明。

新版老年人优待证启用

本报三亚7月 1日电 （记者林容
宇 特约记者罗佳)近日，市民黄某在三
亚市月川村新市场找工作，却被派出所
巡逻防控人员怀疑是吸毒人员，当场遭
到殴打致伤并住院治疗。但最后尿检的
结果显示正常。今天，三亚警方回应，黄
某系被三亚月川派出所巡逻防控人员误
伤。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三亚市
公安局河东分局月川派出所针对辖
区外来流动人口集中，“两抢一盗”案
件频发，吸、贩毒等违法人员经常出
没，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
组织巡逻防控人员开展专项清查整
治行动。

6月21日，三亚月川派出所巡逻防

控人员在月川村新市场巡查中发现黄某
形迹可疑，遂上前盘查，但遭到黄某反
抗，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随后黄
某被巡逻防控人员制服，并带回派出所
继续接受盘查。

经进一步检验后，未发现黄某有吸
毒问题。事发后，黄某向公安机关投诉，
三亚河东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刑侦、纪检
督察等部门在三亚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
队的指导下介入调查。经法医初步检
验，黄某身上无明显外伤，肝脏的伤势需
要根据恢复情况来确定形成原因，目前
无法做出准确的法医学鉴定。

三亚警方表示，待情况查实后，若派
出所巡逻防控人员确有违法乱纪行为，
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包庇。

被错当成吸毒人员

三亚一男子被派出所人员打伤

本报三亚7月1日电 （记者林容
宇 通讯员李佳莉）目前三亚四星级以
下的酒店、旅馆约有1200家，为了提高
客人满意度，不少酒店推出“免费接送”
服务。然而，四星级以下酒店使用社会
无资质车辆接送客人属于“非法营运”，
一经查实，将面临罚款，这是记者今天
从三亚交通局获悉的。

三亚交通局相关负责人透露，酒店

私自用车接送客人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交通事故多发。6月13日上午，三亚某
度假酒店租用一辆瑞风车送9名乘客前
往海口，途经高速公路陵水路段时发生
爆胎翻车，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的重
大交通事故。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三
亚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酒店用车管理。

三亚交通局要求三亚各酒店从今天
起，立即对酒店用车开展自查整改工作，

不得与无资质企业签订用车协议，一律
禁止员工私自招揽非营运车辆或其他市
县营运车辆进入三亚接送客人，应积极
引导酒店客人乘坐有营运资质车辆。

为了有效解决酒店客人出行问题，三
亚交通局建议各酒店在大堂或其他醒目位
置放置出租车自助召车终端，引导客人通
过电话、网站、微信、自助终端等形式主动召
车，并划出2个出租车专用停车候客泊位。

三亚四星级以下酒店

私自用车接送客人属“非法营运”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 李关平）
同在一个学院工作的海南大学两教授因工作发生
纠纷，教授华某故意将教授张某某推倒进行殴打
住院36天。记者今日获悉，海口市美兰区法院以
故意伤害罪，对其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一年，并
判赔张某某医疗费等。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10日9时许，华某
因工作矛盾在海南大学某学院一办公室与张某某
发生争执，华某将张某某推倒在地，继而双方扭打
在一起。最终，张某某因伤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36天，花费医疗费共计人民币34771.63元。
对于以上事实，华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因工作发生矛盾

海南大学一教授
殴打同事被拘役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张谯星 李
佳飞 通讯员王莉）日前，海口市纪委对海
口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吴英福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吴英福在担任原琼山市供
销合作联社主任、海口市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副主任期间，从2003年至2013
年，在审批所管辖的基层供销社资产
处置方案、烟花爆竹经营权及商住楼

建设过程中，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规定，经海口
市纪委常委会、海口市监察局局长办
公会研究并报海口市委、市政府批准，
决定给予吴英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已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海口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

吴英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 7 月 1 日讯 （记 者 李
佳 飞 张 谯 星 通 讯 员 王 莉）近日，
海口市纪委对海南华侨中学原校

长、海口市教育局调研员曾纪宁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
查。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暂
行办法》是在《海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暂行办法》和《海南省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基础上整合而成，保
留了原有的制度框架，部分内容根据《意
见》的相关规定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做了适当修改。

居民可在户口所在地
自愿参加城乡养老保险

新办法规定,凡具有本省行政区域内
户口（包括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年满
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当期未参加城镇从业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等现有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未领取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金及其
他社会养老金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口所

在地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明年拉平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

根据《海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暂
行办法》规定，2014年城镇居民基础养
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30元，2014年下
半年，我省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拟
增加2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0元，缩
短与城镇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的差距。
据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计划明年
拉平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增加了丧葬补助金的规定

为有利于推动我省殡葬制度改革，吸
引更多的农村居民选择火葬，新出台办法
增加了丧葬补助金的规定，“经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待遇的人员死亡火葬后，由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其死亡当月基础
养老金4个月的标准发放丧葬补助金。

未缴满15年的可补缴

新出台办法规定，参保人员未按照
规定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造成
其达到60周岁时不符合按月领取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可以选择一
次性补缴至满15年（制度实施时距60
周岁不足15年的参保人员可补缴欠缴
年限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按月领
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也可以选择
终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

最高缴费档次提高为
3000元

我省修改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
档次和集体补助、他人资助的最高金额，
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缴费档次由新
农保的1000元、城居保的2000元提高

为3000元。
据省人社厅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

国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意见设置了100
元至2000元12个缴费档次，同时指出
各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但最高缴费档次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灵活
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年缴费
额。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年缴费额最低为
4807元。因此，我省和国家保持一致，
设定12个缴费档次，同时增加3000元
缴费档次，在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基础
上为参保人提供更多的缴费选择。

缴费年限越长基础养
老金越高

《海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暂行办
法》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政府补
贴与个人缴费挂钩，多缴多补。对于选
择100元缴费档次的，政府给予每人每
年30元的基础补贴。对选择较高档次
标准缴费的，适当增加补贴金额；对选择
2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的，政府除按前

款规定给予基础补贴外，按每增加一个
缴费档次另给予不少于10元的补贴。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海南省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修改了缴费年
限超过 15年后增加基础养老金的规
定。即“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
的参保人员，其累计缴费年限在满15年
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年，基础养老金每月
增加4元。”

增加了服刑人员参保
和领取待遇的规定

我省参照《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的规定，将被判服刑人员参加城镇从业
人员养老保险和领取待遇的相关精神
引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填补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此方面的空白。
规定：“已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被
判服刑的城乡居民，在服刑期间不缴纳
养老保险费，服刑期满后，可以补缴养
老保险费。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解读《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将带来何变化?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刘贡）今天上午
11时，在接到龙塘糖厂发生糖蜜泄漏，南渡江水
体受到影响的举报后，海口市有关领导及市环保、
水务、琼山区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迅速赶赴现
场开展处置。

龙塘糖厂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距离饮用
水源地约2.7公里，糖厂设备已在项目改制过程中
通过产权交易进行拍卖。由于当事人组织设备拆
除时，因措施不当造成糖蜜罐发生泄漏。此次泄露
恰逢暴雨，造成约1000公斤糖蜜在暴雨冲刷中通
过灌溉闸口汇流入南渡江，因而导致水质污染。

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后，环保部门执法人员立
即制止擅自拆卸设备行为。为有效切断污染源，
执法人员用沙包截堵糖厂污水排水池外的灌溉闸
口，并对泄漏糖蜜进行收集，避免糖蜜继续外排。
随后责令当事人将截堵的污水抽运至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

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安排技术人员同时在
糖厂周边进行了布点、采样，对水质进行加密监
测。人工监测和自动监测数据显示，南渡江水质
未见异常，南渡江龙塘取水点周边水质各项指标
均达标，糖蜜泄漏污染已得到有效控制。

海口龙塘糖厂糖蜜
泄漏污染南渡江水体
因处置及时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记者李关
平）今天是海口市相关部门开展为期6
个月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的首
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全天共查扣黄牌超标电动自行车
190辆，无牌电动车60辆，现场处罚蓝
牌电动车违法行为585辆次。据了解，
此次整治行动主要针对超标电动自行
车违法上路；电动自行车未悬挂号牌、
违法载人、驶入机动车道、逆行、闯红灯
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逾期不认领，被扣车将被处理

今天上午8时35分，20岁的章先
生驾驶一辆挂着黄牌的超标车经过
龙昆南路海德路口，被执勤交警拦

下，交警按规定开出1000元罚单。
章先生接过罚单，后悔地说：“这辆

电动车买了3年了，花了2700元，保养
不好如今最多能值五六百元，所以不打
算去交罚款取车了。”

交警部门介绍，违规驾驶超标电
动自行车上路被查扣的车主，请持《公
安交通管理行政措施凭证》、身份证件
及相关凭证到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
桂大道106号接受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教育，考试合格后接受处罚。对逾期
不来接受处理的，将对扣留车辆依法
处理。

黄牌仍可回收

据了解，从6月30日晚9时开始，

海口市电动车各上牌点和派出所不再
办理黄牌电动车注销业务，上牌通道也
一并取消。

交警部门介绍，黄牌超标车的牌
照虽然过期了，但如果没有办理注
销手续，黄牌车主的档案资料依旧
留存。如果车辆转借他人或出售，
并且没有办理注销手续，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车主有可能会承担连带
责任。

虽然海口的黄牌超标车注销业
务已经停止，但车主可以将黄牌和
行驶证送至各上牌点、违法处理大
队等交警办公地点进行回收，交警
在成功回收黄牌后，将发放回执单
并通知车主。

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首日

190辆黄牌超标车被扣

7月1日，在海口市龙昆南路海口东站处，交警上路执法查处违规行驶的电动车、超标电动车和未悬挂号
牌的超标电动车等。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海南华侨中学原校长

曾纪宁被立案调查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苏建强 通讯员符
嘉峻）夏日高温天气，数十名工人坐在堆满易燃物
的厂房中工作——秀英区开展针对性排查，连日来
两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被政府挂牌督办限期整改。

针对夏日高温，海口市秀英消防大队联合辖
区派出所，自上月开始深入辖区内各区域全面开
展重大火灾隐患的专项整治工作。

夏日高温尤须防火

秀英区挂牌督查
火灾隐患场所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您是否发现海口道路
交通设施存在不合理？6月30日起，可以拨打电
话热线（0898）66796624，反映问题并献言献策。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决定面向全市广大群
众，采用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征求市民对道路交
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道路交通设施设置的意见
和建议。

海口交警部门将通过对各条道路交通设施的实
地考察及征求市民的意见，归纳分类列出存在不合
理现象的道路设施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路口、路段，建
立专题进行专项研究，对海口存在交通设施设置不
合理的道路进行排查、整改，为广大市民构建文明、畅
通、安全、有序、合理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海口交警邀你
为交通设施挑刺

一版纵深·我省统一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图为某服装加工厂工人在堆满易燃物的环境

生产。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符嘉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