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报妹

5月1日，海口4名高中女生在使用“滴
滴出行”软件乘坐快车时，司机竟然在驾驶
时性骚扰4名女学生。5月4日，“滴滴出行”
公司已对这名出租车司机作出永久封禁的
处理，当事女生也已向海口市公安局城西派
出所报警，警方已经受理。司机真变态，“滴
滴出行”真轻率，吓死本宝宝了，最近都不敢
坐快车了，赶紧去吃根辣条压压惊。

详情海南日报...

海之南：永久封禁还不够，一定要严
惩快车司机。

正义的羊羔：奇了怪了，明明快车司机
吓坏4名女生，竟然还有人的朋友圈
里骂无辜的女生，还有天理吗？

椰风：滴滴这种软件也该管管了，司机加
入都没有什么门槛的，滴滴公司所谓的
“严格准入制度”，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浮云：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
要不然光靠滴滴禁载惩罚力度太小
根本没用！

1天前

朋友圈

■■■■■ ■■■■■ ■■■■■■■■■■ ■■■■■ ■■■■■

读＋看点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孙婧

见习记者丁平

日报妹友情提醒：海南！海边！海岛！猜对有奖哦！
参与方式：扫码评论留言，最先答对的10名“报米花”即可获奖。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猜：神奇大脚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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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们注意啦，宝宝换疫苗了。脊髓灰质炎
也俗称“小儿麻痹症”，我国一直通过脊髓灰质炎
疫苗（糖丸）来预防此症，海南自5月1日起停用三
价脊灰减毒活疫苗（TOPV），改用含I型、III型两
个血清型的二价减毒活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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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舞春秋lyh：肯定是淹死的
@dy淡如菊：单身鱼集体自杀而已……

@Cassiel-Qi：它们只是脑死亡

@AJ_Rhythm小拜鱼：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kami帅:放心，这种卖相这么差的鱼绝对不会出现在市场，最多出现在餐桌

@故事中的小黄瓜：体质不行容易淹死

@爱臭美的响尾蛇:在海口待了五年，怎么都想不到红城湖能有这么多的鱼

海弹 海口红城湖海鱼被“淡死”了 5小时打捞超2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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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合法稳定就业累计
满5年积10分；第6年起，每
年积1分。(满分20分)

海南
户口

30分
本人或配偶在琼有合

法产权住房积20分，租住
合法产权住房积10分。

在琼参加城镇社保累
计满5年积10分；第6年起
每年积1分。(满分20分)

在琼连续居住满5年积
10 分；第 6 年起每年积 1
分。(满分20分)

年满18周岁至40周岁
积20分，41周岁至50周岁
积15分，51周岁至60周岁
积10分，61周岁以上本项
不积分。

加分指标
获国家级奖项或荣誉

称号加30分，获省部级奖
项或荣誉称号加20分，获
地市级奖项或荣誉称号加
10分，获县（区）级奖项或荣
誉称号加5分。（满分30分）

一票否决指标
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

定行为，取消申请积分资
格；有严重刑事犯罪记录或
积分期间因犯罪获刑者，取
消申请积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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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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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减分指标

提供身份、就业、住房、
社保、居住年限、表彰奖励
等方面虚假材料，每次扣减
10分。积分期间有个人信
用不良记录，每条扣减5分。

0分

玩平板、读海报、看电影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
坐高铁会无聊了

本报海口5月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 李萌）坐动车很无聊？您一定期待像飞机上的

“机上娱乐”设施那样，除了丰富的纸质读物，还有
音视频产品甚至游戏可以打发时光。好消息来
了，这个5月底，海南日报新媒体携手海南信立传
媒有限公司，将陆续实现旅客的这些愿望。

今年5月底前，1000多个平板电脑将全面入
驻海南环岛高铁10组动车的一等座车厢，供乘客
免费使用。今后旅客在海南乘坐环岛高铁出行，将
多了一个全新的休闲娱乐平台，通过动车平板即可
了解各旅游目的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信息。

首批动车平板电脑的登陆，意味着海南动车平
板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海南日报新媒体将联合海南
信立传媒有限公司，为这批平板电脑提供海量图
文、视频资讯等，一座一屏地为广大乘客提供高端
阅读体验，未来还有望覆盖环岛高铁的二等座。

热词

互动

本报海口5月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何颖）为迎接
母亲节这个温暖的日子，海南日
报微信公众号日前推出“你献孝
心，我来买单”活动——只要把你
和母亲的合影发到海南日报微信
公众号上并参与投票，就有机会

获得由港龙航空提供的3人往返
香港免费机票、由三亚海韵度假
酒店提供的免费入住五星级海景
豪华酒店客房，以及海口新新娘
婚纱摄影旗舰店提供的摄影套照
及中视影城提供的孝心影票等一
大波孝心好礼。

已有80名网友入围投票环
节，即日起，网友可以为这些平凡
而伟大的女性投上宝贵的一票
啦！投票结束后，海南日报微信
将从参与投票并留下联系方式的
网友中抽出10名网友，各赠送神
秘礼品一份。投票方式：关注海

南日报微信公众号（hnrb1950），
输入“投票+编号”，再按提示输入
相关信息即可投票。

网友 cafe28 感慨：“每天在
朋友圈里晒美食、晒美景，手机里
有上百张和朋友合照，唯独没有
和妈妈的合影……今晚果断去照

一张！感谢海南日报这个活动，
让我可以对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
悔付出的母亲道一句谢谢！”

否

福利贴

考验孝心的时刻到了 点赞也送礼哦

4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以及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户籍开放度最低的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三亚市、广州市、深

圳市、海口市、天津市、苏州市、青岛市、西安市。对此，海南的居民怎么看？海南相关的户籍改革制度又推进到哪一步？

积分落户是有益尝试

今日，海南日报记者就三亚、
海口户籍开放度较低的问题，对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主编、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龚维斌进行了专访。龚维斌
认为，海南虽然经济规模、城市发
展水平比不上“北上广深”，但海
南有稀缺性的特殊区位优势，很
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是中国其
他城市不具备的，这在日益注重
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今天，海南
的优势无疑是明显的，海口、三亚
户籍含金量自然会高。

“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会大
量涌入海口、三亚，而当地的公共

服务能力与城市承载能力也必
然会承受不了。”龚维斌认

为，“海口、三亚的户籍
不能完全开放”，关

键在于立足海南
省情，创造条

件，有序推
进 户

籍开放，“海南推行的积分落户政
策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吸引
住人才，培养出友好的生态环境、
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开放多元的
文化环境，也可以培养出高素质的
居民。”

八成网友觉积分标准过高

5月3日，南海网就如何看待
海南落户难问题发起在线调查，截
至5月5日上午11点，有近700名
网友参与了问卷调查。其中，有
88.3％的网友认为海南落户确实比
较难，吐槽入籍海南“难如上青
天”，仅有11%的网友认为海南落
户不难。调查显示有80.2％的网
友经历过落户难的尴尬，户口办了
很多年仍没有办不来。

针对海南积分入户标准，有
21.8%的网友表示“盼了许久，就看
什么时候让我入户了”；有8.9%的网
友认为，按照现行标准“没有十年八
年积不到入户分”；另有65.3%的网

友调侃，“觉得还是去北上广深
落户更靠谱些”。“要让外

来务工人员有归属
感，关键是要在

户籍改革上
有诚意。”

一直

以来，外地人在海南工作、购房无法
落户是众多“海漂”心中之痛，放开入
户“闸门”是“海漂”人心所念，何时

“开闸”，众多网友尤为关切。
一网友表示“夫妻二人有固定

单位和工作，也买房了，把海南都
当家了，希望能够早日入户”。来
海南经商十多年的王先生则认为，
海口允许买房落户，才能让更多的
人愿意过来投资兴业。除了关心
新户籍政策何时落地，网友们还对
户籍政策提出期待，普遍希望降低
入户门槛，适当增加学历、职称积
分，以及无自有住房者的入户问
题，并在后期实施中简化办理程
序，让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真正能
够在海南扎地生根。

海南户籍即将“开闸”

去年12月，省政府出台了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合理确定海口市、三亚市的落户
条件。今年4月5日，海口市政府下
发通知，表示要调整落户政策，配合
户籍改革，实行省外积分落户制度，
调整提高住房积分分值，促进省外
购房人员落户。目前海南户籍制度
改革究竟推进到哪一步？积分落户
何时开始？购房能否落户？对此，
海南日报记者对多个部门的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采访。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最新实

施细则有待商榷，但具体实施为时
不远，省政府具体实施细则一旦下
发，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各市县也
将很快出台实施细则。5月3日，
最后一批市县意见征求工作已经
结束，不少市县已经做好了实施新
落户方案的准备。

“具体实施时间不能确定，但
海口将放开购房入户的标准，这也
意味着以后外地人在海口购房将
有望落户。”海口市住建局市场处
副主任谢晋表示，“评分标准市民
可暂时做参考，海口的具体标准后
期可能会有调整。”谢晋表示，目前
具体实施细则尚未确定，省里出台
相关细则之后，海口市住建局将与
海口市公安局共同协商出台具体
细则，向省公安厅报备便可实施。

三亚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冰则
表示，三亚目前还没有关于积分落
户的落地动作，仍在等待省里实施
方案的出台，届时，三亚也将参考
省级方案进行进一步落实。此外，
三亚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将
发布2016年全市引进人才需求目
录，在目录范围内引进的人才，将
在办理落户方面享受相应待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是最早
试点放开户籍的市县之一，琼中公
安局局长杨宗峰表示，由于琼中流
动人口较少，落户需求人员不多，
所以外地到琼中落户的极少。但
是省里一旦放开积分落户的实施，
琼中公安局也会在权限范围内积
极贯彻新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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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网民调近九成网友吐槽海南落户难 海口市：购房有望落户

户改不落地“海漂”难“上岛”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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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香港机票，免费送！
五星级海景酒店，免费住！

扫码可投票
投票也送礼

@520MIUI：看到了好多鱼丸！！！
@狼舞春秋lyh：肯定是淹死的

@dy淡如菊：单身鱼集体自杀而已……

@Cassiel-Qi：它们只是脑死亡@kami帅:放心，这种卖相这么差的鱼绝对不会出现在市场，最多出现在餐桌

@故事中的小黄瓜：体质不行容易淹死

@爱臭美的响尾蛇:在海口待了五年，怎么都想不到红城湖能有这么多的鱼

◎省政府12345热线试运行
◎47万贫困学生全入学
◎滴滴司机骚扰女学生
◎海南落户难
◎噱头活动遭非议
◎超载车发生车祸
◎村官挥霍1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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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栋/辑

牛！五指山苗族追蜂人徒手掏野生蜂窝。正
所谓“靠山吃山”，五指山市牙南村委会什拱村是
苗族聚居村庄，每年3-6月，村里的男子开始结伴
上山找野生蜂蜜。他们练就火眼金睛，能发现蜜
蜂行踪，一旦找到蜂巢，会先用烟熏走蜜蜂，再爬
树割蜂蜜。 黄敏/辑

帮帮她！海口21岁女孩患白血病配型成功正
愁手术费用。海口灵山镇年仅21岁的女孩陈菊凤，
2015年底被确诊患白血病，至今花费17万元，掏空
了家底；现与其弟弟骨髓配型成功，却还需50万元
手术费。

88.3％网友认为海南落户难
80.2％网友经历过落户尴尬
78.2% 网友认为积分标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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