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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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利明）今年1月1日

“ 省 级 驾 培 监 管 平 台 ”和 公 安
“12123 平台”实现对接并试运行

后，不少学员纷纷反映考试难预
约。针对学员反映，省道路运输局
近日开会征集意见，并发布通报，就
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出台具体

解决措施。
据了解，关于学员反映的培训后

考试难预约的问题，通报详细列出了
7种情况，指导学员和驾校完善相关

信息，省道路运输局再将相关信息导
入至“省级监管平台”后，再推送至

“12123平台”，学员即可正常进行各
科目考试预约操作。

省道路运输局回应为何驾考约考难

知否知否？应先完善学员驾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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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肋条肉
黑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冻 250克左右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平均价格
12.91
20.09
53.36
51.36
13.97
7.05
21.30
3.79
3.36
3.96
3.95
2.51
5.13
4.78
4.25
3.39
2.79
2.38
6.63
2.20
4.79
4.65
3.04

日环比
-0.46%
3.61%
0.45%
0.08%
-1.20%
-0.42%
-5.42%
-1.30%
-4.00%
-0.50%
0.77%
-2.33%
-1.16%
0.63%
-2.07%
-3.42%
-0.36%
-3.25%
0.45%
0.46%
8.37%
-1.90%
-0.33%

2016年6月1日至2018
年12月31日期间转籍学
员培训问题

学员转籍的，由驾校将
这些学员信息以电子表格的
形式录入“省级监管平台，满
足《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
考试大纲》规定学时的，由驾
校推送至“12123平台”，后
即可预约考试，不需要重新
计时培训。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
学员持有效学时证明或是在计时设备等中
产生有效学时信息或记录的学员培训问题

2016年 7月 1日至2018年 12月 31日期
间学员持有效学时证明或是在计时设备等中产
生有效学时信息或记录的学员由驾校将这些学
员信息或记录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录入“省级监管
平台”。

驾培机构在提供录入学员持有效学时证明
或是在计时设备等中产生有效学时信息或记录
等凭证必须客观、真实，承担相应责任。

2016年7月1日至2018
年12月31日期间挂科学
员培训问题

一些学员参加培训后，
五次考试还不能通过的学
员处理问题。由驾校将这
些学员信息以电子表格的
形式录入省级监管平台，由
驾校推送至“12123平台”
后即可预约考试，不需要重
新计时培训。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计思
佳 张期望 通讯员刘平）1月14日上
午，海口市长者饭堂助餐服务扩大试
点启动仪式在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
流水坡社区举行。当天，该市共有9个
长者饭堂同时启动运营，试点范围从
美兰区扩大至秀英区、龙华区、琼山
区。至此，海口已有14家长者饭堂，计
划今年6月底实现城区社区全覆盖。

1月14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走
进流水坡社区的长者饭堂，看到饭堂
内就餐环境干净整洁，桌椅崭新舒
适，20多位老人已经入座。谈笑间，
工作人员已将盛满三菜一汤的餐盘
端到他们面前。

餐盘内，肉、菜、蛋一应俱全，荤素
搭配合理。配套的餐具也是专门为老
人定制的，勺子微微弯曲，筷子也增加
了方便夹菜的配件，丰富可口的饭菜
更是让老人们赞不绝口。“我家就住在
隔壁社区，这里的饭菜味道好且价格
实惠，以后我要经常来。”家住海口滨
江新苑小区60岁的王观建说。

棋牌室、书画室、理疗室、按摩室
……长者饭堂还实现了助餐服务与居
家养老、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社区养
老服务内容相结合。除了吃饭，老人
们还可以在这里免费体检、喝茶看书、
下棋练字，参加各种文娱活动。

当天，海口共有9个长者饭堂启动

运营，分别是秀英区海秀街道海口港
社区、秀英街道秀新社区和秀中社区，
琼山区国兴街道巴伦社区、府城街道
鼓楼社区，龙华区海垦街道滨濂社区、
大同街道大同里社区、金贸街道玉沙
社区，美兰区白龙街道流水坡社区等。

据了解，海口还将在琼山区滨江
街道城东社区、国兴街道攀丹社区、府
城街道云露社区、凤翔街道大园社区、
洗马桥社区，龙华区滨海街道盐灶三
社区、中山街道长堤社区、金宇街道银
湖社区，美兰区和平南街道上坡社区、
人民街道邦墩社区等10个社区陆续
启动运营社区长者饭堂，届时海口全
市城区社区将有25个长者饭堂。

海口又有9个长者饭堂开饭啦
今年6月底实现城区社区全覆盖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去年
移送涉黑涉恶线索20宗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李拉）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了解到，2018年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排查移
送涉黑涉恶涉乱线索20宗。

据悉，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专项督导各市县
局按照部署要求，对辖区内本领域涉黑涉恶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分析，从黑恶势力垄断集体土地资
源，非法买卖、转让集体土地，破坏农用地等9个
方面重点打击涉黑涉恶行为，重点关注因资源争
夺引发涉黑涉恶问题等6个方面的新动向，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落实扫黑除恶工作及典型案例季
报、重大问题随时报告制度。

为强化涉黑涉恶线索摸查，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系统加大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力度，2018年
度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702人次，共立案查处非法
开采陆砂行为38宗，打击取缔非法采矿点189
个，捣毁、扣押非法采矿设备179台，收缴罚款
320万元；拆除违法建筑物153万平方米，没收违
法建筑物375万平方米；先后将139宗涉嫌犯罪
的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已有13名涉
案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1月14日，海口市
龙华区博义盐灶棚改片区项目回迁商
品房选房登记工作启动，4600套回迁
房等待该片区棚改户认领。博义盐灶
棚改片区项目回迁商品房选房登记截
至2月26日（2月4日—2月7日春节
期间放假），3月5日将开始选房。

博义盐灶八灶棚改项目征收总
投资32亿元，计划建设回迁商品房
约7900余套。B-06、B-09两个地
块已接近交房，其他地块还在陆续建

设当中，此次登记为选房确认登记，
是选房前的准备工作，选房时间将从
3月5日开始，选房顺序以协议上登
记的“登记顺序号”作为选房顺序依
据。据统计，本次选择实物安置的协
议有4050份。

博义片区居民梁志坚当天也早
早来到选房登记现场，他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时隔3年，他再次回到原先
居住的片区，感到十分惊喜，不但基
础设施齐全，生活环境也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期盼多年，终于就要住进

新房了，听说这里还会规划学校、市
场，很期待搬进新家。”梁志坚说。

龙华区房屋征收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博义盐灶棚改片区原本是一个
村民自建城中村，基础设施比较落
后，建筑杂乱，环境比较差。“该片区
将建设12条道路，会大大改善该地
区的基础设施，同时，将原海口市第
八中学和原海口市第二十小学合并
建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并增设
垃圾转运站、消防站等设施，打造一
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片区。

据悉，在选房确认登记工作期
间，回迁户只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原件（如委托他人办
理的，受托人需携带委托人身份证原
件或经委托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身
份证复印件及经公证机关公证过的
委托书）等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
登记。登记时间为 8：30—12：00，
14：30—17：30（周六、周日正常办
公）。登记地点在海口市盐灶路168
号盐灶廉租房小区隔壁（原博义村公
庙）回迁安置商品房小区院内。

海口博义盐灶棚改户注意了！

回迁房登记截至2月26日,3月5日可选房

2016年7月1日至2018
年12月31日期间学员
培训的问题

凡是在“机动车驾驶员
计时培训系统”中有学员培
训学时信息并办理结业的，
系统已自动推送至“12123
平台”，不存在不能预约考
试的问题。除非学员学时
不够或者驾校属地运管机
构未审核结业信息。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
月31日期间已通过科目二、科
目三考试后学员培训问题

已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
后，学员不能预约科目四考试的问
题，各驾培机构应从“12123平台”
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导出（姓名、身
份证号、科目二考试成绩和日期、
科目三考试成绩和日期）发至
573316441@qq.com，邮件名称
要注明“驾培机构名称+4”。

2016年7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
期间已参加科目
一、科目二、科目三
考试一次以上学员
培训问题

因2016年7月1
日至2018年12月31
日期间的学员，在确认
学员相关科目已在公
安预约考试的，且已缴
交考试费用的，相关科
目无须重新开始计时
培训，直到通过考试为
止。各驾培机构应从
“12123平台”以电子
表格的形式导出（姓
名、身份证号、相应科
目考试成绩和日期）发
至573316441@qq.
com，邮件名称要注明
“驾培机构名称+4”。

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通过
科目一考试并取得学习驾驶证明的部
分学员无法预约考试

因学员的基本信息未完善（只有姓名
和身份证号），还有部分学员的培训数据未
推送到“12123平台”。各驾培机构应在“机
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中完善学员基
本信息并将有关信息以电子表格形式（只
需 提 供 姓 名 和 身 份 证 号）发 至
573316441@qq.com。邮件名称要注明
“驾培机构名称+成绩即将到期”。

琼海交警查获
1辆假牌套牌嫌疑车

本报嘉积1月14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王
敬雄 文静）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近日查获
1辆公安部交管局挂牌督办的假牌、套牌案件嫌
疑车辆。

1月12日上午9时59分，琼海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收到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发布的假牌
监测预警，发现公安部交管局网上通报的“京
N9VB69”假牌套牌嫌疑车辆正经过G98环岛高
速公路海口往三亚方向61公里处。该大队立即
组织警力对该车进行视频跟踪。

大队路管员接令后，在G98环岛高速公路琼
海互通路口进行拦截检查，当天上午10时10分
许发现嫌疑车辆，路管员立即对该车进行拦截查
控，并当场控制住该车驾驶人。

经查，该车驾驶人黄某林（男，25岁，琼海长
坡人）违法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以及违
法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琼海警方对黄某
林违法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以及违法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
驾驶证记24分、罚款1万元、行政拘留15日，以及
扣留涉案车辆的处罚，并对其持有伪造的行驶证
和车牌依法进行收缴。

海口引入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叶
媛媛）近日，华师儿童之家双语幼儿园
举办开园典礼。该园将引入国内优质
学前教育品牌KA儿童之家的课程体
系与办学模式，为海口学前儿童培育
注入新的活力。

据悉，KA儿童之家是北京伊顿
国际幼儿园旗下品牌，是国内发展
较为成熟的高端幼儿园品牌。华
师儿童之家双语幼儿园将依托华
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的成功
办学经验和KA儿童之家的教育模
式，推出专为海口幼儿量身打造的
多元智能融合、KA国际英文、生活
艺术家美术、蒙台梭利数学等优质
教学课程。

据悉，华师儿童之家双语幼儿园
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内，
占地面积5392平方米，共设班级20
个，可容纳400个学前儿童。该园配
有绘本馆、影音厅、美工室、高尔夫球
场等多种功能场地。预计该园将于在
2月份正式开园，现已启动报名。

近日，市民游客在三亚市
政府菜篮子大东海平价专营
店内选购市政府平价蔬菜。

目前，三亚与7家蔬菜批
发商形成联盟，在农贸市场摊
位、政府公益平价市场、大中
型超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社
区等地设立政府平价蔬菜供
应点72家，其市场份额占比
为20-25%；同时对 15种市
民常购的蔬菜实行统一控价，
零售均价约为2.87元/斤，方
便百姓购买平价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设立72家平价菜供应点

天天都是“白菜价”

琼岛今天开始
降温+降雨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许嘉 翁小芳）海南
日报记者1月14日上午从海南省
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中期
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阴
雨天气，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部
分时段有小阵雨；后期北部、西部
和中部局地早晚有雾。前期气温
变化不大，中期受冷空气影响，气
温明显下降，后期气温逐渐回升，
最高气温或达到28℃。

陆地方面，15日白天，受偏东
气流影响，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
地区阴天间多云有小雨，西部和南
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五指山以北地区24～27℃，五指山
以南地区27～30℃，最低气温全岛
19～22℃。

15日夜间～18日，受新一股冷
空气影响，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
部地区阴天有小雨，其中16日东
部局地有中到大雨；西部和南部地
区多云，有分散小阵雨。气温普遍
下降，17日降至最低，最高气温五
指山以北地区 19～22℃，五指山
以南地区 23～26℃，最低气温西
部内陆、中部山区13～16℃，其余
地区16～19℃。

海口查获11辆
涉嫌假牌套牌机动车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为深入推进全省道路交
通安全整治三年攻坚战及“百日安全行动”，严厉
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交通违法行为。1月11日
至14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专案力量，
依托“大数据”平台，开展精准查缉行动，成功查获
11辆涉嫌假牌、套牌机动车。

据了解，海口市交警支队根据公安部交管局
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开展假套牌机动车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抽调警力组建若干个专案小
组，通过数据分析研判、精准联控查缉，于1月11
日至14日四天时间内，连续查获涉嫌假牌、套牌机
动车11辆，其中涉嫌假牌机动车5辆，分别是琼
ABD677、粤SN7665、桂A0WK33、粤A9GT66、
粤 BD388C，涉嫌套牌机动车 6 辆，分别是鄂
A24MH1、辽N99999、粤BT1R32、粤TDT288、
蒙H96983、粤B88k41。

依据有关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
的，处5000元罚款，记12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予以收缴号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
的，处5000元罚款，记12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予以收缴号牌，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
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涉案车辆已全部扣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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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期间长者饭堂为老年人提
供午餐服务，标准为“两荤（含半荤）
一素一饭（粥、面）一汤”套餐，价格
16元/份，企业让利1元，实际价格15
元/份。

补贴对象为居住在试点社区
及街道区域具有海口户籍的 60 岁
（含 60 岁）以上老年人，其中 60 岁
（含 60 岁）以上海口户籍老年人政
府补贴 3 元，实际支付 12 元；60 岁
（含 60 岁）以上城市低保家庭老人、

失独家庭老人、优抚对象和城市孤
寡困难老人政府补贴 10 元，实际支
付 5 元；60 岁（含 60 岁）以上特困老
人免费享用。

行动不便和失能老人还可以采
取订餐、送餐服务，企业让利后每份
老年套餐递送费用为4元，特困及困
难群体老人递送费用由政府补贴，其
他老年人递送费用个人支付。

非本市户籍的老年人不享受政
府财政助餐补贴。

长者饭堂补贴标准链接

社会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