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交警公布全省250处
高速公路监控设备点位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魏
川博）8月4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全省250
处高速公路监控设备点位。

据了解，为加强全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全省高速公
路安全畅通，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对全省部分高速
公路路段190处视频监控和52处出入口卡口及8
处互通口微卡的监控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日前
已完成调试工作，将于近期启用。

交通出行

扫码获取37处固
定交通电子警察执法
抓拍设备位置

扫码获取 250
处高速公路监控设
备点位

秀英区金域湾畔

龙华区宝岛花园

琼山区凤翔新村

美兰区琼苑广场

四
个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街
道

四
个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小
区

秀英区海秀街道

龙华区滨海街道

琼山区凤翔街道

美兰区和平南街道

扔厨余垃圾时将袋子打开，将垃圾倒入厨余垃圾桶，袋子则要扔到其他垃圾桶里
什么是破袋投放？

餐厨垃圾用于生产沼气(生物天然气)有一定要求，不能掺杂质

破袋方便监督员监督,打开塑料袋检查市民是否分类正确为什么要破袋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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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明大行动 创建海南文明岛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王俊乐）日前，海口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口市生活垃圾分
类和减量两年行动方案（2020—
2021）》（下简称《方案》），明确从
2020年8月1日起，海口各区示范街
道的居住区强制实行厨余垃圾破袋投
放，其他街（镇）居住区不做厨余垃圾
破袋投放的强制要求。2021年10月
1日起，全市所有居住区厨余垃圾均
需破袋投放，为厨余垃圾末端处理设

施顺利投产运行做好充分准备。
目前，从全国已开展垃圾分类的

城市，厨余垃圾破袋投放不仅让扔垃
圾变得繁琐，并且很容易弄脏手，引发
了不少争论。

海口市园林环卫局固废科相关负
责人解释，厨余垃圾破袋投放主要是
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从末端来
看，目前海口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和
餐馆、食堂等集中供餐单位产生的餐
厨垃圾是一起送到餐厨垃圾处理厂协
同处理，用于生产沼气（生物天然
气）。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厨余垃圾有
一定要求，不能掺杂塑料袋这样的杂

质，否则会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转。若
后面专门设一条生产线来处理家庭厨
余垃圾，可以通过预处理的方式将其
他杂质提前筛选出来。其次，破袋也
是为了方便监督员监督，打开塑料袋
检查市民是否分类正确。”

为何海口的厨余垃圾破袋投放
要分步骤开展？海口市园林环卫局
固废科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先，一旦
破袋投放，小区就要考虑配备洗手
池，这需要资金、场地的保障，还要考
虑供水和废水排放的问题，要等一段
时间才能配备齐全。其次，目前末端
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有限，只

能在现有基础上每日再增加约40吨
的处理量，只能满足试点街道厨余垃
圾的处理。到2021年底前，餐厨垃
圾处理厂完成扩建后，海口的厨余垃
圾处理能力可达到800吨/日，就能
在全市推广了。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几
个已开展垃圾分类的试点街道走访发
现，为了防止垃圾破袋弄脏手，有些小
区不仅自制了“破袋神器”，还在垃圾
投放点旁设置了洗手池和洗手液，让
居民投放完垃圾后及时清洗双手。

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的储运
小区，环卫局工作人员自制“破袋神

器”将一块呈锯齿状的铁块焊接在厨
余垃圾桶上，避免居民用手打开厨余
垃圾袋，颇受好评。此外，为了方便居
民投放，储运小区还在垃圾投放点旁
设置了洗手池，业主在投放垃圾后还
可以洗手。

一些暂时还没有配备“破袋神器”
的小区，也想出了其他便民的方法，龙
华区的美源日月城小区，美兰区的琼
苑广场、景汇小区和君尧社区的桶点
都设置了洗手设施。有的小区则提供
免洗洗手液或是消毒用品，供居民投
放厨余垃圾后进行手部消毒；还有的
小区由督导员协助投放。

关注垃圾分类

海口试点强制实行厨余垃圾破袋投放
2021年10月1日在全市推广

本报三亚8月4日电（记者李艳
玫）在城市绿化带旁、树底下、人行道
边、店铺前……共享自行车、电动车
随处停放，这是8月4日下午海南日
报记者走访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
附近几条街道所见的现象，乱停的车
辆成为影响城市美观的一大“瑕疵”。

当天16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
天涯区天韵超市附近的街道看到，虽

然人行道上用白线规划了非机动车
停放处，但是仍有不少电动车、共享
自行车没有停在泊位处，还有几辆汽
车开进非机动车道停放，让本来不宽
敞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

除停在人行道上，不少共享自行
车还直接“霸占”绿化地，一些单车直
接被堆放在多辆自行车上面。记者
观察到，这些自行车锈迹斑斑，已有

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因为占用空间，
被丢进“车丛”中。

当前，共享自行车已经走进市民
日常生活中，在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的同时，违规骑行、乱停乱放的现象
也较为普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
容市貌和交通安全。尽管城管执法、
交通管理部门加强了管理力度，但一
些不文明现象甚至违规现象屡禁不

止。“一些市民骑行共享单车后随意
乱停放，堵住人行道和车道，共享单
车运营方也没见人过来管理。”居住
在天韵超市附近的居民张先生说。

除车辆乱停乱放问题，记者在走
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门前三包工作
没有做到位，烟头、塑料袋、槟榔渣等
垃圾影响街道整洁。位于天涯区人
民政府对面的供销五金交电商场，地

面上槟榔暗红污渍可见，烟头、纸屑
等垃圾也不少，门前机动车停车位被
几辆电动车占着。

海南日报记者还走访了三亚市
榆亚路、凤凰路、河西路等主次干
道，在榆林市场前店铺门口、河西路
百家汇超市门口的路面上，看到丢
弃的烟头，城市的绿化带里也散落
不少烟头。

海南日报记者探访三亚多条街道

共享单车乱停放 烟头纸屑随意丢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8月4日，省考
试局发布《海南省2020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笔试期间新冠肺炎病毒防
控考生须知》，要求考生自考前7天
起自行扫描“海南省健康一码通”二
维码进行连续健康打卡。

考试当天，考生进入考点须首先
打开个人健康码供考点工作人员核
验，没有本人健康码或不进行连续健
康打卡的，将影响本人参加考试。此
外，考前14天内有新冠肺炎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需提供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否则不得参

加考试。
进入考点时，考生须经过测温

后方可进入考点警戒线内。体温
经多次测量评估，仍超过 37.3℃
者，不得参加考试；考试期间出现
发热者，经综合评估不符合条件
者中止考试或不得在普通考场考

试。
此外，考生进入考点时须佩

戴口罩，在考场内严禁擅自摘除
口罩（身份核验时需短暂摘下口
罩）。公共科目笔试时间：2020
年 8 月 22 日、专 业 科 目 笔 试 时
间：2020 年 8月 23 日。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海南日报记者8
月4日从海南省农垦中学获悉，该校
与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及其
联盟高校合作开办的中意国际艺术
班（以下简称“中意班”）已经省教育

厅批准，将从2020年秋季开始招生。
中意班安排在提前批录取，若提

前批无法完成招生计划，剩余计划再
安排到第一批第二次修改志愿后录
取。考生在第一段第一次填报志愿
时可在提前批中填报，也可以在8月

23日至24日第一段第二次（原B段）
修改志愿时填报。

此外，海南省农垦中学定于8月
18日 9时至12时 30分举行术科考
试，已填报提前批的考生必须参加。
中意班录取条件为术科成绩取得合

格以上等次，文化课成绩即中招考试
成绩须达到海南省农垦中学中招录
取线的50%及以上。中意班的学生
在校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就
读 。 咨 询 电 话 ：13078975557，
18689936679，68963789。

省农垦中学中意班秋季开始招生
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就读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楠）
8月4日，省考试局公布了2020年军
队院校招生军检合格考生名单，以及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面试、体测合格考
生名单。

其中，军队院校招生军检不合格
的考生，可于8月5日8时至11时持

身份证、准考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928医院门诊8楼体检中心当面查
询，如有异议可提出复检申请。具备
复检资格的考生可接受复检，以复检

结论为最终结论。考生在规定时间
内未申请复检的，视为主动放弃复
检。复检合格人员名单将于8月6日
在省考试局网站公布。

我省公布军校招生军检合格考生名单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面试、体测合格考生名单同时公布

我省发布公务员笔试期间疫情防控须知
考生须在考前7天连续进行健康打卡

我省3所中学
今年起开设国际班
列入我省2020年
中招提前批录取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日前，省教育厅
批复同意海南省农垦中学、三亚华侨
学校、海南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从
2020年开始开设国际班。

以上3所学校的国际班主要招
收符合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考
条件的初中毕业生，列入我省2020
年中招提前批录取。各校今年招生
计划分别为：海南省农垦中学60名；
海南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30名；三
亚华侨学校65名，其中 IBDP（国际
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班40名、中加班
25名。

海口8月10日起
新增37处执法抓拍设备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8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规范海口
市道路交通管理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根据相关规定，该支队将于8月10日起
启用在海口新增设的37处固定交通电子警察执
法抓拍设备。

据了解，此次新增的37处电子警察执法抓拍
设备主要用于抓拍机动车闯红灯、不按导向行驶、
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止标线、逆行、机动车违停、
未系安全带、开车拨打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

海口交警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驾车出行
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按照道
路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做到文
明驾驶、安全出行。

我省专升本及高职与
本科“3+2”转段升学
考试成绩公布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楠）
8月4日，省考试局发布公告，今年我
省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考试及高职
与本科“3+2”转段升学课程考试评
卷工作已结束，成绩向考生公布。

参加本次考试的考生，可凭身份
证号和准考证号登录海南省考试查
询系统（https：cxx.hnks.gov.cn），
选择“2020年专升本考试”查询考试
成绩。

孕妇临盆在即
海口交警紧急开道护送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8月4日早高峰时段，海口一
名孕妇即将临盆，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后，
立即派出警力护送。最终，孕妇被及时送到医院。

接到指令后，附近执勤的交警支队琼山大队
辅警迅速赶到指定地点与求助人及运送车辆对接，
协调沿途路口信号绿波优先通行。

最终顺利地将即将临盆的孕妇送至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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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处理农村不动产
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上接A01版

关于依法处理“一户多宅”问题，明确村民一
户占用两处以上宅基地且总面积超过175平方米
的，认定为一户多宅，总面积不超过175平方米，
不认定为一户多宅。对村民“一户一宅”之外的宅
基地，如属村民合法继承房屋或合法购买房屋所
取得的宅基地，造成“一户多宅”的，予以确权登
记，以及经农村集体组织决定规划建设新村且在
2017年1月1日之前已建设的房屋，但原有房屋
（含“祖屋”）未拆除、腾退，造成“一户多宅”的，可
按照宅基地有偿使用等规定处理后，予以确权登
记；符合分户建房规定而尚未分户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其实际使用的宅基地合计没有超过
分户后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按照实际使用面积
予以确权登记。

《通知》要求，依法妥善处理宅基地建房
的规划合法性问题。明确 2008 年 1 月 1 日
《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前使用宅基地建房的，
办理不动产确权登记时可不审查是否符合规
划。《城乡规划法》施行后使用宅基地建房的，
只要符合当时实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
庄规划或“多规合一”总体规划之一的，可视
为符合规划。

《通知》还强调，妥善处理农村建房历史遗
留问题。2017年1月1日前建设的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凡是已核发了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土
地来源合法，且建设时符合《通知》有关规划要
求，用地在村庄或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由申请
人提交《保证质量安全具结书》，可按使用现状
办理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确权登记；如所建房屋
等建筑物、构筑物不符合《通知》有关规划要求
或者最新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为非建设用地的，
按程序完善相关规划调整或用地手续后，予以
确权登记；2017年1月1日至《海南省村庄规划
管理条例》实施前建设的房屋，按不超过3层、
高度一般不超过12米内登记发证，超出部分在
登记簿和权属证书附记栏中注明，或者按照有
偿使用等规定处理后予以确权登记；房屋等建
筑物、构筑物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执行所
在城镇的规划或规划标准，符合要求的，予以确
权登记发证。

暖心服务

8月4日，在位于三亚市河西路与和平街交叉口
的百佳汇超市门前，烟头、快递袋、槟榔渣等垃圾散落
在地面上。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8月4日，海口市南海大道和龙昆南路十字路口，打伞的市民和穿雨
衣骑电动车的市民有序排队等红灯，志愿者也在雨中坚守岗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明出行 垃圾散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