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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免签证来琼旅
游外国人的服务和管理，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海南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国家
的公民，在规定的停留时间内，持普通护
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免办签证在海南省
行政区域内旅游及相关服务和管理，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入
境、出境的边防检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安部有关规定执行。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由在海南设
立的旅行社负责接待。

第四条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在
海南旅游期间，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按照规定办理住宿登记，不得
从事与游客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不得逾
期滞留或者未经批准前往中国境内其他
地区。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需要延长在
海南的停留期限或者前往中国境内其他
地区的，应当依法办理签证证件。

第五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公安机
关负责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停留管
理。

省和市、县、自治县旅游、外事、交通

运输、民政、卫生、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免签证来琼旅
游外国人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公安、旅
游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信息公开的
有关规定，及时公布涉及免签证来琼旅
游外国人的行政审批事项及相关条件、
程序、期限、示范文本等，为免签证来琼
旅游外国人提供方便。

第七条 省公安机关负责建立外国
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旅游、外事、交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
门，海关、边防检查等口岸查验单位以及
民航、港口、铁路、道路客运、旅行社等企
业应当与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联
网，将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身份信
息及离岛购票、验证、安检等数据信息实
时传送到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对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实行联动服务和
管理。

第八条 海关、边防检查等口岸查验
单位应当优化通关环境，方便免签证来
琼旅游外国人进出海南。

航空公司应当将免签证来琼旅游外
国人的购票信息实时推送给海关、边防
检查等口岸查验单位，方便实施预检查，
减少现场通关等待时间。

第九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及相关部门设立的政务服务大厅、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服务热线以及旅游度
假区、免税商店等单位，根据需要配备外
语人才，为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提供
必要的翻译服务。

第十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从
事招徕、组织、接待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
人的旅行社（以下简称旅行社）的行业管
理，制定旅行社管理细则，指导旅行社做
好招徕、境内服务对接等工作，依法查处
旅行社的违法行为。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旅行社名
单、相关负责人等资料及时通报公安机
关、边防检查机关。

第十一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招徕、组织、接待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

人，并书面告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

旅行社应当配备接待免签证来琼旅
游外国人的专职人员和外语导游。

第十二条 旅行社应当在免签证来
琼旅游外国人入境前24小时，向公安机
关和边防检查机关报送旅游人员身份信
息和行程安排。未按照规定报送的，不
得免签入境。

第十三条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
需要延长在海南停留期限、前往中国境
内其他地区或者提前离境的，旅行社应
当指派专人协助其办理签证证件或者出
境手续。

旅行社发现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
逾期滞留或者未经批准前往中国境内其
他地区的，应当在2小时内报告公安机

关，并协助处理。
第十四条 相关售票企业和单位应

当对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实行实名购
票登记，并将其身份、购票等信息实时报
送给公安机关。

机场安全检查应当通过外国人服务
管理信息平台对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
的护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进行查验，发
现其未办理签证证件前往中国境内其他
地区的，应当予以制止，告知补办签证证
件，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港务、铁路等公安机关应当设立查
验点，通过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做
好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护照或者其
他有效证件的查验以及离岛管理工作。

港口、船舶等企业及相关人员发现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擅自租借渔船、
货船等船舶出海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及
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五条 旅行社违反本办法第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国家规定招徕、
组织、接待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导致
外国人不能入境的，外国人滞留海南及
退运出境所产生的费用由旅行社承担。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旅行社违反本办法第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向公安机关报告或

者协助处理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旅行社条
例》吊销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十七条 相关售票企业和单位违
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实行
购票实名登记或者报送相关信息的，由
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港口、船舶等企业及相
关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
定，未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公安机关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本办法
未设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有处
罚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给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
题，由省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5月
1日起施行，海南省人民政府2010年5
月29日公布的《外国人免签证来琼旅游
团服务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77号）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办法》已经2017年12月7日六届海南
省人民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沈晓明
2018年4月20日

本省新闻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傅人意 美编：陈海冰A05 综合

为解决实际管理中因电梯修理
等费用承担纠纷而导致电梯“带病”
运行或者长期停用问题，《规定》明确
了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费用承担
具体方式。

根据《规定》，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对电梯进行管理的住宅小区，应
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有关电
梯的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和服

务费用等。经业主大会决定或者
按照管理规约的规定，物业服务企
业利用电梯投放商业广告的收入，
可以专项用于电梯日 常 运行维
护。住宅小区电梯需要修理、改
造、更新的，已设立专项维修资金
的，依法从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未设立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专项维
修资金余额不足的，相关业主对费

用承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承担；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相
关业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分摊。物业服务合同有约定的，按
照合同约定承担；属于人为损坏
的，由责任人依法承担。

“海口市目前约有2万部在用电
梯，2000年后建设的小区都为电梯设
立了专项维修资金，但仍有1100余部

老旧住宅电梯无专项维修资金‘兜
底’。”邓中波介绍，为此，2016年底，
海口市出台《海口市无维修基金老旧
住宅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由政府出资50%，业主出资
50%的方式推进市内无维修基金老旧
住宅电梯改造更新。目前已改造更新
了 300 余部，剩下的还在推进中。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三亚湾全面实行“湾长制”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林诗婷）三亚湾

全路段综合环境治理管理工作又有新举措。记者
近日从三亚市天涯区获悉，该区于日前对三亚湾
全面实施“湾长制”管理，联动多部门参与共治，全
方位提升城市治理管理水平。

根据工作方案，三亚湾实行“湾长制”后，按照
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分片包干的工作要求，该市
天涯区委主要负责人担任第一总湾长，区政府主
要负责人担任总湾长，实行区级湾长，湾段长体
系。为履行“管、治、保”三位一体的职责，“湾长
制”管理分旅游环境综合治理、交通安全生产保
障、整治海上违法旅游等12个小组，制定了专项
整治方案，明确了责任人、具体管理措施。各单位
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完成
各项治理工作，切实为打造美丽整洁的生态海湾、
实现海滩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针对目前三亚湾区域范围存在的噪音扰
民、违法摩托艇、违法小摊贩、违法散发小广告、乱停
乱放、非法营运等乱象，三亚市天涯区各相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开展集中整治，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并
逐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解决三亚湾管理难题。

琼乐高速B3合同段
顺利完成中面层摊铺施工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邵长春）4月24
日，琼乐高速B3合同段顺利完成中面层摊铺施
工，成为琼乐高速一代建段首个完成中面层施工
任务的合同段。

据悉，琼乐高速B3合同段中面层共74.3万平
方米，是琼乐高速一代建段工程量最大的合同
段。自今年1月8日中面层试验段开始至今，共
历时106天终于完成中面层摊铺施工。

因未经备案违规提供中介服务

儋州一房产中介公司被罚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孙慧）记者今天

从省住建厅获悉，近日儋州市在进行房地产专项
整治过程中，发现一房产中介公司未经备案违规
提供中介服务，被通报处罚并责令整改。

经调查，海南正大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未
在相关部门进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登记，违规
提供中介服务，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
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儋州市住建部门对该企业违规行为进行通报，
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处以罚款一万元并给
予警告，暂停其网上签约资格，限期两个月整改。

洋浦启动
农村建筑工匠培训

本报洋浦4月25日电 （记者
曾毓慧）洋浦今起启动2018年度农
村建筑工匠培训，对辖区从事或有
意愿从事建筑施工人员进行专业、
系统的培训，提高农村建筑工匠的
从业水平，引导和规范农民建房。
当天共有150人参加培训，其中贫
困户与低保户40人。

当天上午，在洋浦技工学校
多媒体教室里，3名建筑领域专家
轮流上台授课，主要围绕农村建
房质量要求、安全知识、施工现场
安全隐患等内容进行讲解。此次
培训将案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重点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及
违规操作、违章指挥的危害性。
在场的贫困户和低保户表示，培
训能帮助他们掌握和提升建筑施
工技能，从而有效提升就业、创业
能力。

《海口市电梯安全管理若干规定》6月1日起施行

禁止电动车摩托车“坐”电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4月25日上午，海口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海口市电梯安全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新闻发布会。《规定》将从今年6月1日起施行，对禁止不文明乘坐电梯的行为，电梯使用管理单
位及其职责，电梯修理、更新费用承担等方面都予以了明确规定。

根据《规定》，电梯乘用人不得
有以下行为：在电梯内蹦跳、打闹，
或者在运行的自动扶梯、自动人行
道逆行以及在其出入口滞留；以非
正常使用方式按压电梯按键；用载
人（货）电梯运载电动自行车、摩托

车；在电梯轿厢内吸烟等。同时，
学龄前儿童应当在成年人的陪同
下乘用电梯。

《规定》同时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危及电梯安全运行或者不文明乘用
电梯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和举报；发

现电梯故障或者存在事故隐患的，应
当及时告知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或者报
告有关单位。

针对部分海口市民有把电动车
推到电梯、带回家充电的习惯，海口
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严音莉表示，市民
在把电动车推进电梯轿厢时，往往
会碰撞到厢体，会对电梯的安全运
行带来不良影响，把电动车带回家
充电这一行为会带来极大的消防安
全隐患。

电梯发生安全事故后，追责时经
常会遇到厂家、维保企业、物业公司之
间互相推卸责任“踢皮球”的情况。《规
定》对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及其职责进
行了明确规定：新安装电梯未移交所
有权人的，建设单位为使用管理单位；
自行管理的，所有权人为使用管理单

位；业主共有的，共有人应当通过书
面协议确定使用管理单位，没有约定
的，共有人或者实际管理人为使用管
理单位；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管理的，受托单位为使用管理单
位；未确定使用管理单位的电梯不得
投入使用。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履行建
立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
等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
应急演练；电梯发生故障导致乘客
被困时，立即通知电梯维护保养单
位，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实施救援，并
按照规定报告质监部门；对学校、幼

儿园、医院、车站等公众聚集场所和
人员密集场所使用的电梯实施实时
监控，监控数据保存不少于4个月等
职责。

如有违反，监管部门将按《规定》
对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处以1万元至
30万元不等的罚款。

《规定》同时要求质监部门健全电
梯安全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电梯安全
应急处置平台，对本市电梯应急救援
实行统一管理，并与公安、消防应急救
援平台联动。

海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邓中波表示，目前，海口市的电梯
安全应急处置平台正在前期筹备
中。该平台建成后，市民若遇到乘
梯被困等紧急情况，一按求助按
钮，求助信息将立马发送给安全应
急处置平台、维保单位、使用管理

单位、监管单位等，各相关单位将
立即联动，及时救援。

根据《规定》，若发生电梯事
故时，有关方面不立即组织抢救
或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或者逃匿，事后对电梯事故迟报、

谎报或者瞒报的，质监部门将对
该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主要负责人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将依法给予
处分。

万盆鲜花为椰城添彩

2018年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活动举行

153名志愿者加入
中国器官捐献队伍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符王润）为加强
海南省器官移植学科建设，促进岛内健康服务水
平不断提高，今天上午，2018年海南省器官捐献
与移植研讨会暨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活动在海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举行。会上，153名志愿者
登记志愿加入中国器官捐献队伍。同时，国内著
名器官捐献与移植专家、政策研究与管理学者也
做了精彩报告，共同探讨器官捐献移植领域及政
策法规的新进展、新理念。

据悉，从海南省器官移植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在建章立制、政策支持等各方面，省卫计委做了大
量工作，各医疗机构也大力配合，积极做好器官捐
献宣传和动员工作，海南器官捐献例数呈逐年上
升，为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了新生。然而每
年海南岛仍有许多患者正等待器官移植，以捐献
例数最多的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为例，累计
至2018年4月成功捐献例数37例，其中，肾脏捐
献占比100%，肝脏仅33.3%。

文明乘梯
学龄前儿童乘梯应有成年人陪同

杜绝“踢皮球”
明确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及职责

一键求助
正在建立电梯安全应急处置平台

防止电梯“带病”运行
明确电梯修理、更新费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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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滨江路万盆鲜花绽放，为美丽的椰城增添鲜艳的色彩，也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营造喜庆祥
和的氛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