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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培训会提出

探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人大内务司法工作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李磊）今天上
午，全省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培训会在海口开班。
为期三天的培训，特邀省委党校领导进行了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讲座，并紧密结合十九
大精神，就如何把握人大内务司法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加强和改进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开展
了培训。

会议指出，2013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内务
司法工委围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工作大局，依法履行职责，在推进改善民
生、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会议要求，全省各市县人大常委会要按照省
委要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高潮，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全省人大内务司法工作
迈上新台阶；立法工作要从促进海南发展的大局
出发，注重民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通过立法促
进保障民生，为海南百姓谋福祉；监督工作是地方
人大工作永恒的主题，是市县人大工作的重中之
重，因此监督工作要突出影响发展的热点难点问
题，改进监督方法，增强监督实效；要加强人大纵
向和横向之间的联系，促进相互学习提高；要加强
自身建设，努力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军出席培训会开班
仪式并讲话，全省各市县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
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委员及相关单位人员
参加培训。

陵水请环卫工
免费看电影喝冷饮

本报椰林10月26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陈海琼）今天是我省第十
五届环卫工人节，陵水黎族自治县组
织当地的环卫工人免费观看电影，一
些商家还设了流动冷饮车，为环卫工
人送上免费饮品。

陵水今天还举办了环卫知识宣传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设展板及户
外广告屏幕的方式宣传垃圾分类等环
保知识。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群众，他
们与环卫工人一起在写有“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的横幅上签字。“通过媒体的
宣传，市民们也开始理解了我们工作的
艰辛，他们的环保意识也比以前提高
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比以
前轻松了不少。”环卫工人姚赞珍表示。

定安表彰
97名优秀环卫工人

本报定城10月26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薛陶陶）今
天是我省第十五届环卫工人节，定安
县举行主题为“倡导文明先锋，共建美
好家园”为主题的表彰大会，表彰97
名奋战在环卫一线的先进个人，并向
全县环卫工人致敬。

表彰大会上，定安县政府相关负
责人向常年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全体环
卫工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
表彰的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并为爱护
家园志愿服务队授旗。

表彰结束后，定安县环城委组织
开展拔河比赛，200多名环卫干部职
工以班组为单位开展竞赛。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邵
长春 邓钰 通讯员麦世晓 邓积钊）
记者从海汽集团获悉，从10月27日
起，海口、文昌、琼海、定安、屯昌、琼
中、儋州、东方等市县的部分客运班
线、21辆客车将延长到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发班，从而实现以上市县到机场
的“无缝对接”，方便广大旅客出行。

为优化道路客运资源配置方式，
推进道路客运线网和结构调整，省道
路运输局近日批准文昌—海口、文昌
—东方、琼海—海口、儋州—海口、屯
昌—海口、琼中—海口、定安—海口
等7条班线延长到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客运站试行发班。其中屯昌、琼
海、琼中三市县将于10月27日、10
月28日和10月30日分别开通市县
至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城际快线，其
余班线将于11月1日开通运营。

海汽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开通
机场的城际快线，拓展旅游客运专线
等特色业务，是海汽优化道路客运资
源配置，转变发展方式，主动融入交
通综合运输枢纽领域的重大举措。海
汽集团将充分发挥全省客运站的区位
优势，进一步扩大班线客运的经营领
域，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便捷的出行
服务，为海南全域旅游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剑 刘小勇 实习生王昱
陈曲）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针对困境儿童生存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和困难，进一步完善落实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保障政策，建立
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实施分类保障，从
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监护责任、残疾
儿童福利服务五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
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部分困境儿童可获
每月100元生活补贴

《意见》明确，困境儿童包括因家
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

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
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
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
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
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对于无法定抚
养人的儿童，纳入孤儿保障范围。对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按照社会散居孤儿
生活保障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对于无
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法定抚养人无
抚养能力的未满16周岁儿童，纳入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对法定抚养人有
抚养能力但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符合
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并适当提高补助水平；对因遭
受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或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儿童，给予应

急性、过渡性临时救助；对监护困境儿
童、自身困境儿童按照当地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已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的监护困境儿童、家庭困境儿
童、自身困境儿童，再按照每人每月
1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并建立生活
补贴自然增长机制。

增加重病重残儿童
救助比例

医疗保障方面，对低收入家庭中重
病、重残的14周岁以下（含）儿童，救助
比例和年度最高限额按照对应类别标
准增加10%。对孤儿和特困供养人
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及低收入家庭中的未成年人，

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财政补
贴。加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
疾病应急救助等的有效衔接，引导慈善
力量开展针对困境儿童的慈善医疗救
助项目，提供医疗、康复等服务。

教育保障方面，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和义务教育阶段“两
免一补”政策。建立残疾儿童随班就读
支持保障体系，为其提供包括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在内的12年免费教育。

扩大残疾孤儿
康复救治范围

监护责任方面，对于失去父母、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纳入孤儿
安置渠道，采取亲属抚养、机构养
育、家庭寄养和依法收养方式妥善
安置。对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无其
他监护人的儿童、人民法院指定由
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由民
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
抚养。

在加强残疾儿童福利服务方面，
对于0岁—6岁视力、听力、言语、智
力、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加快
建立康复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免费得
到手术、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
练等服务。扩大“残疾孤儿手术康复
明天计划”救治范围，将社会散居孤儿
纳入救治范围，将手术救治拓展到医
疗救治。

为困难儿童打造“脱困”金钥匙

我省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7条市县客运线“无缝对接”美兰机场
共21辆客车，将延长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发班

屯昌—美兰国际机场—海口线（10月27日开通）
每天6个班次，票价25元

屯昌汽车站发班时间为7：30、12：00、16：30，
美兰国际机场客运站发班时间为9：30、14：00、18：30

琼海—美兰国际机场—海口线（10月28日开通）
每天6个班次，票价27元
琼海汽车站发班时间为6：10、7：10、14：30，
美兰国际机场客运站发班时间为9：00、11：00、17：30

琼中营根—美兰国际机场—海口线（10月30日开通）
每天4个班次，票价39元
琼中汽车站发班时间为8：00、14：00，美兰国际机场客运站发班时间

为10：45、16：45，中途停靠乌石、湾岭两个站点

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记者林
诗婷 特约记者陈文武）九九重阳，寿
比南山。为期3天的“梵天净土 寿
比南山——2017中国·三亚南山长
寿文化节”今天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
区开幕，十余名百岁老人和90岁以
上“寿公寿婆”齐聚鹿城、共赴佳节。
据悉，截至今年9月，全省百岁及以

上老年人1915人，百岁老人比例和
长寿指数均位居全国前列。

开幕式上，老年人表演的太极拳
和秧歌尽显矍铄风采。现场还举行
了金婚纪念庆典，海南百岁夫妻王照
祥和苏爱珍与14对金婚夫妇幸福亮
相，白首齐眉鸳鸯比翼，为在场观众
传授“幸福秘籍”。

据省老龄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9月，全省百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1915人，平均每10万人中有百
岁老年人21.04人，远超世界长寿地
区7.5/10万的评定标准，海南百岁老
人比例、长寿指数（90岁及以上人口
占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千分比）均位居
全国前列。

在活动现场，省文联专职副主席
王艳梅表示，海南优良的自然生态环
境、逐步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设施、
日益健全的养老政策，以及越来越先
进的医疗卫生事业，为长寿现象的形
成和发展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快了海
南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推动海南长
寿文化渐成品牌。

海南医学院携手香港大学
共建热带传染病实验室
港大每年提供相关博士生招生名额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卢进梅）记者今天从海南医学院获悉，日前，“海
南医学院—香港大学热带传染病联合实验室”在
香港大学签约挂牌，两所高校还就联合实验室建
设、研究及合作内容、人才培养及在现有基础上进
一步提升合作水平等内容进行了交流。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及新发传染性疾病国
家重点实验室是全球知名的传染病研究机构，
在传染病诊疗、发现新病原、新发/突发传染病
等领域占据国际领先地位。而海南是我国唯一
热带岛屿省份，是热带病高发地区，其传染病病
谱、流行及传播特点等具有鲜明的热带特色，海
南医学院开展热带传染病教育及科研具有得天
独厚条件。

在香港知名爱心实业家陈世英（邢诒溪）之子
陈福和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琼籍
青年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国勇团队与海南
医学院教授吕刚团队于2013年起就在热带传染
病领域开展合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双方一致
同意将合作提升到校际合作层面，共建“海南医学
院—香港大学热带传染病联合实验室”。

据悉，实验室的合作方式和内容包括：建设国
际水准的传染病专业实验室，共同开展热带传染
病研究、人员交流培养，以及争取进一步资源提升
联合实验室的规模及层次，构建科学研究、临床应
用和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帮助海南培养热带传染病
高层次科研人才，香港大学将每年向海南提供博
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并指导研究生从事“海南医学
院—香港大学热带传染病联合实验室”指定的研
究工作。

今年前三季度
我省离退休社保“刷脸”
认证率超98%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
张江波 黄兴元）记者近日从省社保局获悉，近年
来，省社保局运用“互联网+”技术，全面推行离退
休人员领取社保待遇资格人脸识别建模认证系
统，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认证率已达98.92%，我省
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进入“刷脸”时代。

2016年开始，省社保局还对退休人员社会化
信息采集和建模工作进行优化，将人脸建模以及
社会化管理信息录入置于办理退休手续、核定基
本养老金之前，改变了过去参保人退休后不主动
采集信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社保经办机构疲于
应对的被动状态，有效降低了伪造档案、身份造
假以及因死亡、入狱服刑等丧失领取社保待遇资
格，诈骗冒领社保待遇的风险。

三亚南山景区举行长寿文化节

海南有1915位百岁“寿星”！

本报海口 10月 26日讯 （记者
孙慧 通讯员邹小和）记者今天从省
河长制办公室获悉，今年以来我省
根据水利部的部署，按照“工作方案
到位、组织体系和责任落实到位、相
关制度和政策措施到位、监督检查
和考核评估到位”的要求，多举措全
面推行河长制，实现江河、湖泊全覆
盖，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385条河流
分级名录确定，设立省、市、县、乡四

级河长共1236名。
江河湖泊是生态环境的命脉根

基，维护江河湖泊健康生命是建设美
好新海南的重要内容。我省在为期一
年的城镇内河（湖）实行河长制的成效
总结基础上，今年开始在所有河湖全
面推行河长制，要求省、市、县、乡四级
出台河长制工作方案，建立河长制工
作体系，并编制“一河（湖）一策”，力求
彻底解决河湖保护问题，恢复河湖自

然生态功能。
省水务厅河长制办公室主任秦艾

斌介绍，截至目前，省、市（3 个）、县
（15个市县和8个区）、乡（218个乡镇
和街道办）级河长制工作方案全部印
发。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
197条河流分级名录已经确定，流域
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分级
名录已确定3188条。

在河长体系建设方面，省、市、县、

乡分别设立1236名河长，省级河长
16名、市级河长44名、县级河长299
名、乡级河长877名。全省至今共编
制84条河（湖）的“一河（湖）一策”方
案，竖立2165块公示牌。

目前河流分级名录确定、河长制
体系建设等基础工作已经陆续完成，
但部分乡级工作方案还有待细化提
高，河长制各项制度也需要加快建
立。省河长制办公室已对市县开展了

7次督导检查，均以“一县一单”的方
式向市县政府发送了整改意见函。所
有市县均对乡镇（区）进行了多批次督
导检查，已全面建立监督检查机制。

同时，省河长制办公室已起草编
制省级验收考核细则，近期即将印发，
拟于12月份组织省级对各市县河长
制工作验收评估。（流域面积在 50 平
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分级名录详见
B04-B06版）

我省河长制实现全覆盖
已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1236名

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

我省禁止五类粮食
作为口粮销售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罗霞）省发改
委、省粮食局近日制定《海南省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粮食质量安
全风险监测、粮食经营质量安全管理、粮食检
验、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处置、监督管理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全省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保障粮
食质量安全。

《办法》指出，禁止五类粮食作为口粮销售：真
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
康的污染物质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霉
变、色泽气味异常的；直接拌有农药、混有农药残
渣或者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化学物质的；被包装
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其他法律、法规或
规章以及政策明确规定不得作为口粮的。

海口一体检中心
为200名环卫工
提供免费体检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庆祝我省第十五届环卫工人
节，位于海口滨江路的海南美年大健
康体检中心为200名环卫工人免费提
供健康体检。昨天共有12名环卫工
前来登记体检，其他人员根据工作时
间另行安排。

体检现场，环卫工人吴玉兰高兴地
说：“难得有机会免费做个全面体检，这
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对环卫工人的关
心。”据了解，此次环卫工人可免费体检
的项目包含测量身高、体重、血压，还有
胸部CT、头部核磁、全套亚健康检测等。

体检中心负责人表示：“环卫工
人很辛苦，在环卫工人节来临之际，我
们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健康体检，为
的是感谢他们为城市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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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2017中国·三亚南山长寿文化节”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开幕，图为金婚夫妇幸福亮相。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