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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岁及以上户
籍人口 135.23万人，占
户籍总人口的 14.8%

80周岁及以上户
籍人口 28.78 万人，占
户籍总人口的3.15%

65周岁及以上户
籍人口 94.98 万人，占
户籍总人口的 10.4%

2017年底全省健在的百岁老年人共有1565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长寿岛”

海南岛长寿地图

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
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老年人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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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35.23 万老年人口：城镇老年人
口58.59万人（43.33%）；农村老年人口76.64
万人（56.67%）

老年人口数量较多的前三位市县是：
海口市（26.47万人）、文昌市（12.47万人）和
儋州市（12.37万人）

全省户籍总人口

913.48万人
（截至2018年3月8日）

百岁老人：海口数量最多 临高比例最高

全省健在的百岁老年人共有

1565名

平均每10万人中健在的百岁及以上老年人

17.13人

各市县的百岁老人中，数量最多的前三位

海口（305人） 临高（199人） 儋州（197人）

各市县每10万人中，百岁老人数量最多的前三位

临高(39.73人) 澄迈(28.22人) 万宁(27.10人)

2017年底

2014年8月27日，国际人口老龄
化长寿化专家委员会在韩国首尔召开
第三届人口老龄化长寿化国际研讨会，
授予海南岛“世界长寿岛”匾牌和证书

我国“长寿之乡”标准：
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老年人7人

2017年末，全省先后申报百岁长寿保健补助
金的老年人中，百岁老年夫妻有 11对

全省最高龄寿星在文昌，有118岁

洋浦经济开发区
9人

东方市
81人

昌江黎族
自治县
50人

白沙黎族自治县
9人

儋州市
197人

临高县
199人

澄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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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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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
32人

定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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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
58人

文昌市
110人

海口市
305人

乐东黎族自治县
38人

东方市
81人

五指山市

18人

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

11人

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

11人

陵水黎族
自治县

31人

三亚市
25人

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的《海南省老
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2017年）》显示，截至2018年3月8日，
全省老年人口（60 周岁及以上）共有
135.23 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14.8%。
2017年底，全省健在的百岁老年人共有
1565名，平均每10万人中健在的百岁及
以上老年人17.13人，远远超过联合国和
我国规定的“长寿之乡”的标准，是名副其
实的“世界长寿岛”。本期图视通过梳理数
据，跟您一起走进这份海南岛长寿地图。

2017年海南省百岁老人生活分布图

自然环境：海南有大
面积的热带雨林，是天然
氧吧；水源清洁，呈弱碱
性，矿物质多；森林覆盖
率高，氧气负离子多；土
壤含硒量高，可以抗衰
老，预防癌症等疾病

海南人长寿，跟这些因素有关

医疗+养老：截至2017年末，全省60%的
养老院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
年人提供优先挂号、优先就医、康复护理等便
利服务的绿色通道；逐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65岁以
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65%以上

养老服务：我省大力支持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和扶持老年人
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支持社会力
量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在对社会力
量参与建设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给予
补贴的基础上，从今年起在全省范
围内推行养老机构责任保险项目

政策法规：我省进一步充实和丰富
了老年人优待和照顾服务内容，拓展优
待照顾服务范围，加大老年人获得社会
优待的权益保障力度；全面落实老年人
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保障等
方面优待内容，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
和护理补贴等制度覆盖面逐步扩大

百岁老人比例超过7/10万的市县
百岁老人比例小于7/10万的市县

海南百岁老年人年末健在率
远远超过联合国和我国规定的“长
寿之乡”的标准，是名副其实的“世
界长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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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 成和军）把洗衣机放
在阳台使用，是很多城市住宅居民的
普遍做法，但这种做法导致雨污不分
流，容易造成污染。海南日报记者27
日从《海南省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
方案》新闻发布会获悉，我省将修改建
筑设计规范，将城市楼房阳台污水全
部纳入污水管网，楼顶雨水直接接入

雨水管网，实行雨污分流处理。
我省的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近

年来得到极大重视，各市县也实施了
相关治理工作，但截污要先从控源开
始，很多市民家庭对家庭污水排放引
起的生态环保问题并不重视，加上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以合流管
网为主，污水流入城市污水管道或直
排入河道。其中，阳台污水排放是城

市家庭的普遍现象，海口市曾排查
2330 个住宅小区、1.15 万栋楼房、
44.9万户家庭，发现将洗衣机放在阳
台的现象十分普遍，有6300多户家庭
还将阳台改造为厨房或卫生间。

家庭污水排放已引起相关职能部
门的注意。2017年，省住建厅出台相
关意见，要求新建住宅设计单位应严
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在阳台、露台

等部位，设置废水排水管并接入污水
系统。在建尚未竣工验收的小区，建
设单位须依照要求设置到位后，方可
进行竣工验收。

近日，海口市住建局出台住宅小
区阳台污水排放整治方案，要求新建
住宅小区要严格执行排污规范，既有
小区阳台要立管改造，确保雨污分
流。海口选择2个小区作为既有小区

改造试点，改造并接地下污水管网，把
阳台洗涤废水排入污水管。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
省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方案》提出，
我省要实施城镇内河（湖）控源截污工
程，推进沿河截污纳管建设，结合城中
村改造推进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
造，强化城市新区建设的雨污分流设
施建设。

我省城镇住房阳台污水将全部纳入污水管网

管好阳台水 雨污要分家
避寒游升温,携程数据显示

三亚成“候鸟”避寒首选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

日报记者从携程等订票网站获悉，近期飞往海
南、云南、广西北海等地的航班搜索量同比增长
近70%，三亚是最受“候鸟”老人青睐的过冬目
的地。

目前，“候鸟”老人“南飞”过冬的高峰期已经
到来。携程数据显示，三亚仍然是“候鸟”老人
避寒的首选，海口、昆明、北海、厦门、南宁、桂林
以及湛江等地也保持了较高热度。11月中旬至
今，飞往海南等地的航班搜索量同比增长70%。

事发五指山，司机站外不停车被打

打人夫妻被拘留并处罚款
本报五指山11月27日电（记者贾磊）“11

月26日在微信朋友圈传播的海汽大巴司机被
打事件属实，目前打人者已经被警方依法拘
留并处相应罚金。”27日上午，在五指山市公
安局河南派出所，办案民警向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称。

据该派出所办案民警邢增琳介绍，11月26
日，游客张某成与妻子王某杰夫妇，因要求海汽
大巴司机曹某育在五指山市区内非临时停靠点
停车未果，双方发生争执。当曹某育在规定的临
时停靠点停车，为乘客打开行李舱门时，张某成
夫妇殴打了曹某育。

“事后经过医生诊断，由于王某杰打中了曹
某育太阳穴附近，曹某育当即晕倒。”邢增琳说,
曹某育目前无其他症状，待观察无其他病症后即
可出院。

该派出所民警当日经过仔细调查后，对王某
杰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金1000元，
对张某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日，并处罚金
500元。

重点区域大气联合交叉执法进行时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孙秀英 董春妃 实习生
叶映彤）海南日报记者26日从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重点区域大气交叉执
法行动工作组与省检察院开展公益
诉讼“净空行动”工作组近日联合对
定安县等地开展排查，无缝对接现场
检查、移交处理、监督整改等工作，共

同遏制烟熏槟榔和秸秆焚烧等严重
污染空气质量的违法行为。

11月20日，省检察院、定安县检
察院工作人员来到定安县岭口镇颜
山村，与进驻定安的联合交叉执法组
对村内一处正在进行烟熏槟榔加工
的加工点进行检查。当日，执法组在
该村发现20个疑似近期仍在进行烟

熏槟榔加工的土灶；在岭口镇白文村
发现4处烟熏槟榔加工点共96个疑
似在用土灶。

在连续排查走访中，执法组还在
岭口镇岭腰村发现一处槟榔熏烤土
灶集中点。经现场清点，该处土灶累
计有118个，系此次联合执法中发现
土灶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加工点。目
前，执法人员已按照程序对上述加工
点进行依法拆除清理。

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要求，各级
检察院要继续与联合执法组合力遏
制烟熏槟榔和秸秆焚烧等严重污染
空气质量的违法行为。

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负责人要
求，各市县政府尤其是当地镇政府要
履行责任，严格遏制烟熏槟榔加工；
联合执法组要加强和检察机关的联
系，邀请检察机关共同排查，坚决遏
制槟榔土法熏烤和秸秆焚烧等行为。

联合执法组在定安发现多处烟熏槟榔土灶并依法拆除

“榔烟”散去 气爽天蓝

11月27日，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光坡镇武山村圣女果收购点，工
人们正忙着给新鲜采摘的圣女果
清洗、分拣、称重、装箱打包。

目前，陵水光坡镇、提蒙乡、三
才镇等地部分圣女果已陆续上市，
价格在5元/斤左右，预计明年1月
底为陵水圣女果上市高峰期。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陵水圣女果陆续上市

陵水严厉打击违建
本报椰林11月27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陈思国）11月26日起，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集
中打击违法建筑行动，计划在几天时间内拆违建
筑面积1.27万平方米。

两天来，各乡镇主要依据“两违”图斑开展整
治行动，同时亦打击图斑外发现的违法建筑。26
日行动首日，英州镇、椰林镇等乡镇完成8000平
方米的拆违任务。此次行动是本月以来陵水开展
的第二次严厉集中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
的行动。

海口将召开市郊列车高铁
公交车票价格听证会

有建议快来提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11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海口将
于近期召开市郊列车高铁公交车票价
制定方案价格听证会，市民可通过网
上报名和直接报名参加。

听证会设听证参加人23名，由消
费者、经营者和与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
利益相关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
领域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组
织等方面人员组成。消费者代表和旁
听人员将从自愿报名人员中产生，年满
18周岁的市民可于11月26日－12月
5日通过以下方式报名参加：

1、网上报名：进 入 http：//fgj.
haikou.gov.cn 下载报名表，填写后连
同身份证（暂住证、学生证）复印件传
真或发至 hkswjjjgglk@163.com 邮箱
或邮寄到海口市发改委价格管理处。

2、直接报名：凭身份证直接到海
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管理处填
表报名。

联系人：韩族光 周鹏
联系电话：0898—68723523
传真机号码：0898—68723530

（24小时开通）
地址：海口市长滨路第二办公区

17幢南楼3055室（邮编：57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