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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母婴室建设跟不上现实需求

母婴室好难找 宝妈们好“扎心”
不够用 数量还是少

数量少，是海口母婴室建设的一
大“槽点”。

“在外需要挤奶时常常找不到母
婴室，只能躲到卫生间里挤，自己累
不说，还耽误别人正常使用。”海口新
晋宝妈陈妍欣直言，“出一趟门可谓
身心俱疲。”

事实上，2016年，国家卫健委在
《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就提出，到2018年底，应配置

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置率达到
80%以上；到2020年底，所有应配置
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
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海口市
近年新建或翻新过的商场大多都已
配备母婴室，但部分老商场、车站和
医院等公共场所仍难觅其踪影。但
是，已配置母婴室的商场也仅在个别
楼层设置，如友谊阳光城仅在中间几
层设有母婴室，而6层高的望海国际
仅在1楼设有1间母婴室。

此外，工作单位内的母婴室也是
宝妈们极度渴求的。“我们单位没有
母婴室，哺乳期没地方挤奶、也没冰
箱存奶，只能早早就给孩子断了奶。”
宝妈符昕薇说。

不好找 标识不明显
海口市的母婴室规划建设还存

在离得远、标识不清、卫生条件差、设
备不齐全或不能用等通病。

“有一回出去逛街，孩子饿了，我
们绕了半天都没看到母婴室的标识，

商场里的导购员也都不清楚，真的急
死人了。”宝妈陈妍欣说。

彭子曦表示除了寻找费时之外，
母婴室的卫生情况也堪忧，“有些母
婴室有污渍和积灰，大人都不愿意
碰，更别说让婴儿接触了。”

在部分商场，还存在母婴室无
法锁门、设备不全、无法正常使用等
问题。“有次在一家商场的母婴室，
门没法上锁，给孩子喂奶时我还得
用身子抵着门，生怕有人闯进来。”
宝妈邱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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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湾畅通工程美兰区及龙华区示范段 该示范段内铺设有骑行、慢跑、
慢行等3种休闲健身慢道，紧挨海甸溪，目前已建成的休闲健身慢道超
4.6公里。

滨江带状公园 该公园内铺设有沿南渡江休闲健身慢道，全长 12.57
公里。

西海岸带状公园 该公园沿着滨海大道两侧呈带状伸展，北邻琼州海峡，
包括西秀海滩和假日海滩，全长约11公里。

海口凤翔湿地公园 该公园除了设置跑步、慢行道外，还设置有骑行道。

五源河湿地公园 该公园南起永庄水库，北至五源河河口海域，规划面积
为1300.58公顷，其中湿地面积为958.39公顷，湿地率为73.69%。目前，
公园内已修建了约1.2公里的景观栈桥。

鸭尾溪湿地公园 该公园内共铺设有2公里长的亲水慢行道。

海口六大休闲健身好去处

码上读
海口湾畅通工程：打造市民
游客亲水休闲好去处
视频编辑/李玮竞

11月12日傍晚时分,海口湾畅通工程示范段，市民、游客在慢道上散步或慢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每天晚上不到公园走一圈，
心里总感觉少了点啥。”11月11日
20时，家住海口市琼山区香榭花园
的陈鸿斌和往常一样，约上三两个
好友前往海口凤翔湿地公园健
走。自从海口凤翔湿地公园建成
之后，陈鸿斌近两年每晚必到该公
园“打卡”。

近年来，海口市政府秉持生态环
境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坚持还绿于
民，还海于民，还景于民，让老百姓共
享最好的空间资源理念，为广大群众
送美景的同时送健康。从海口凤翔
湿地公园到海甸岛鸭尾溪湿地公园，

从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到海口
湾畅通工程，从西海岸带状公园到南
渡江边的滨江带状公园，海口休闲健
身慢道已经“遍地开花”。

2018年，海口凤翔湿地公园建
成开放。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该公
园不仅是海口城市生态修复样本，公
园内横竖交错、宽窄相连、红灰相间
的休闲健身慢道还为他们提供了休
闲健身的好去处。

每逢早晨和黄昏，走进凤翔湿
地公园内，这里人们三三两两，或
慢跑或打闹，呼吸着绿植带来的新
鲜空气，俨然成了城市的绿色氧
吧。在绿色植被的作用下，道路上
车水马龙带来的尘嚣之气也被过

滤掉了，走入慢道，会有一种身心
放松的感觉。

在海口，吸引周边市民每天都
“打卡”健走的地方不只是凤翔湿
地公园，刚刚建成的海口湾畅通工
程美兰区及龙华区示范段也为周
边的市民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
今年10月份建成的海口湾畅通工
程，西起世纪大桥，东至长堤路人
民桥，全长超 4.6 公里。该工程除
了提升海甸河岸景观外，还沿着河
岸增设了3条休闲健身慢道，周边
市民可以随意健走、散步、慢跑或
骑行。

今年65岁的王树轩，家离海甸溪
不到200米。自从海口湾畅通工程

美兰区及龙华区示范段建成之后，他
和老伴每天早晚都要到溪边的休闲
健身慢道上走一走看一看。

为增强市民体质，让市民身心健
康，早在2017年3月份，海口就出台
了《海 口 市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16-2020年）》。该计划明确，海
口将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
设，为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科学、安
全、无障碍的健身场地设施。充分利
用现有城市公园、公共绿地的空置场
地，合理规划、建设休闲广场、健身步
道、自行车骑行道等健身场地设施，
配建健身器材，为群众提供健身便
利，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近两年来，海口建成的凤翔湿

地公园、鸭尾溪湿地公园、五源河湿
地公园等新建各类公共休闲场所在
海口新的城市更新理念指导下，大
力修建各类休闲健身慢道，以还绿、
还海、还景于广大市民。

“这些建在公园内、海边、河边的
休闲健身慢道，不仅让市民们便利
地享受到城市发展红利，而且间接
地吸引了市民前来健身，为市民送
去了健康。”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
人称，海口市休闲健身慢道建设工
程还未止步，海口正在加大力度推
进海口湾畅通工程建设。该工程全
面建成之后，海口还将新增十多公里
的休闲健身慢道。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让老百姓共享城市更新最好空间资源

海口：慢道串起快意生活好风光

海口12栋违建别墅被拆
总面积6553.67平方米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
员许晶亮）11月 13 日，海口市琼山区 11个镇
（街）开展集中拆违行动，共拆除违法建筑 34
宗，包括 12 栋豪华违建别墅，拆除总面积
6553.67平方米。其中，框架结构13宗4628.02
平方米，砖混 14 宗 1319.1 平方米，简易 7 宗
606.54平方米。

“这12栋豪华建筑都没有报建手续，建筑
面积共4532.78平方米。我们走完执法文书，就
马上组织拆除工作。”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人说。

据了解，根据省市部署，近期琼山区加大了
对违法建筑的整治力度，重点对沿路、沿江、沿河
等，以及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范围内的违建进行
拆除。

民生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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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违建当事人自行拆除
2300平方米酒店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连日
来，文昌市广泛利用政策宣讲、悬挂横幅、入户交
流等手段，加大对群众进行依法拆除违建的宣传
力度，取得良好成效。11月12日上午，该市东郊
镇金甸园酒店所有人自行拆除了违建酒店，拆除
面积2300平方米。

当天10时30分左右，一台大型机械入场，拆
除酒店内一栋两层楼房。同时，现场还有几名酒
店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清理工作，搬运酒店
内设施以及树木，拆除工作有序进行。

据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二大队对东郊镇
金甸园酒店开展调查的结果显示，该酒店于2014
年开工建设，占用土地属性为乡村建设用地，总占
地面积3700平方米（5.588亩），未办理相关报建
手续，共建设有1栋3层楼房、1栋两层楼房、1间
铁皮顶咖啡厅。

定安今年拆违
25.81万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陈春羽）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定安县有关部门获悉，自开
展“两违”图斑整治工作以来，定安县委、县政
府多次研究部署两违整治工作，今年拆除违法
建 筑 25.81 万 平 方 米 ，处 置 违 法 占 地 面 积
396.84亩。

在整治过程中，定安多措并举推进“两违”图
斑整治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指导，直面问题、上下
联动，整合人力、设备和资金，加强业务培训和人
员培养，并由定安县纪委监委牵头，加强监督和督
查督办，确保以更严更实的工作作风全力做好查
违、拆违工作。

据悉，截至今年11月11日，定安各职能部门
配合各镇打击拆除违法建筑，共制止“两违”共
700余起，拆除319宗违法建筑，拆除违法建筑
25.81万平方米，处置违法占地面积396.84亩。

省肿瘤医院成立社工站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由海南惠农慈善基

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
“有爱无疾爱圆满社工站”近日在海南省肿瘤医
院成立。

据悉，有爱无疾爱圆满社工站主要是以重
大疾病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医护团队工作人员
为服务对象，以“3+N”医务社工服务模式，并从
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针对性地为其提供
专业的社工服务。对于重大疾病患者及其家
属，社工为其提供适应与疏导、救助支持、住院
陪伴和便捷服务；对于医护人员，社工为其提供
医护关爱服务。同时，社工在服务过程中会积
极联动志愿者，注重志愿者的培养，为其提供培
训、促进志愿者成长，协同为患者家庭提供更好
的服务。

广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和《海南省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精神，请
2019年1月21日前安置地在海南省，并以政府安排工
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到原安置地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领取《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或扫描下列
二维码、登陆http://hrss.hainan.gov.cn/hrss/0400/
201907/a678838405ba4b21ac6247d7e3c4870a.
shtml下载，按要求填写后携带以下材料，务必于12月
20日前到原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置手续相应层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补缴申请，各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
置手续相应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受理其申请后即按

程序进行申报和核定。补缴申请时间截止至2019年12
月31日。材料清单：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
表等入伍证明材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
件);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
件);3.安置介绍信或办理自谋职业审批表(加盖档案保
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5.相
关缴费记录，2019年1月21日前参加基本养老和基本
医疗保险欠缴、断缴凭证。如在多个地区参保的，还须
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凭
证。档案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的不需要提供
第1、2项材料。档案材料遗失的，可由原服役部队提
供退役命令。

市县

省本级

海口市
龙华区
秀英区
琼山区
美兰区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东方市

办公地点

秀英大道2号军供家园一楼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龙华区大同一横路3号副楼5楼（金银洲宾馆院内）
龙华区龙昆北路19号区政府办公大楼1号楼209室
秀英区秀华路1号215室
琼山区椰海大道椰博路琼山区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区221室
美兰区群上路1号区政府办公大楼3楼309室
三亚市军休所一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社会工作局
中兴大道东延线军休大楼1楼
嘉积镇人民路355号琼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文城镇文清大道19号文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111室
万城镇城北新区望海大道北侧
八所镇永安西路10-14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办公电话
68660501
68660601
66759466
66569390
68659100
65877376
65373531
88227792
66795825
23830007
62835367
63231822
62213590
38935533

市县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屯昌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办公地点
通畅路新就业局大楼5楼
抱由镇尖峰路5号就业大楼二楼退役军人事务局
金江镇金马西路澄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楼

临城镇行政路退役军人事务局

定城镇岳崧路第二办公区定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屯城镇锦绣大道1号军休中心二楼
椰林镇椰林南干道县第二办公区一楼大厅
机关行政办公大楼一楼退役军人事务局115室
新兴路原工会办公楼五楼
县城国兴大道225号县民政综合办公大楼三楼
桥南路186号

洋浦大厦16楼1609办公室

办公电话
86624195
85526468
36961826
28355786
28280061
63828385
67816556
83388535
26699016
32921092
86239227
27728266
28825887
28836463

关于解决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有关问题的公告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社保接续工作办公地点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1月25

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琼B19379尼桑等5辆旧机
动车（清单备索），竞买保证金1000元/辆。展示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止；展示地点：三亚市迎宾路26号海南
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宿舍停车场；特别说明：1.竞买人需取得海
南省小客车增量（更新）指标的证明文件方可参加竞买；2.车辆过
户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22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或关注下方微信
公众号，逾期不受理任何手续办理。公司地址：海
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联
系电话：0890-65203602 13398975899；网址：
www.hnhxpm.net

中止公告
就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9月12日在《海南日报》B07

版刊登（2019）第48号挂牌出让公告，于2019年10月15

日在《海南日报》B03版刊登变更公告，现因故中止该三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4日

海南弘泰利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G
G618A,法定代表人：张运强）：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
知书》（琼税二稽罚告〔2019〕1000065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
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事实依据：
你公司向东莞市凡烁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虚开

12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12,224,897.21元，发票税额
2,078,232.42元，价税合计金额14,303,129.63元。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三十七条的规

定，对你公司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拟处予罚款50万元。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
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7楼712室
联系人：田先生 电话：66969513

2019年11月13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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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室建设
要远离“形象工程”

母婴室的建设要远离“形象工
程”，将实用和贴心放在第一位，并
做好后期维护工作。帮助妈妈们去
除“喂奶要在角落里，换尿布当众解
决”的尴尬，不仅是对母亲和孩子的
关爱，更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尺。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

让有需要的妈妈
都能享受便捷服务

建议现有公共设施全面配套建
立哺乳室，配备桌椅等设施，让有需
要的妇女都能得到便捷的服务，享
受家的温暖。同时，建议完善相关
法律措施，明确规定可能发生哺乳
行为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须配套
建立哺乳室。

——海南省妇联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姚其欣

“该喂奶了，我得赶
紧到车里去。”11月12
日中午，在海口市明珠
广场的一家餐厅里，市
民彭子曦和闺蜜们打了
声招呼便匆匆抱着宝宝
离席，“要是有个好用的
母婴室就不至于这样。”

在海口，和彭子曦
有着同样需求和困扰的
宝妈不在少数。海口母
婴室的现状如何？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发
现，尽管数量有所增加，
但母婴室仍无法满足宝
妈们的需求，方便好找、
干净整洁、设备齐全的
母婴室更是稀缺。

建
议

望海广场海底捞火锅店
在这间店的母婴室，沙发、婴儿

护理台、护理垫、空气净化器、空调、
热奶器、湿纸巾、饮水机、垃圾桶等设
备干净整洁。宝宝如果尿了裤子，还
有免费的尿不湿和棉质裤提供。
远大购物中心

几乎每层楼都设置了母婴室，

配置齐全，干净整洁。
美兰机场

共设有 6 间母婴室，最大的一
间共设有3个哺乳间和2个尿布台，
每个哺乳间都以环形幕帘隔开，保
证了其私密性。新增了热奶器、消
毒锅和母婴用品。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这些地方的母婴室很棒

母
婴
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