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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文昌陈某等15人
恶势力团伙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2月1日从省检察院获悉，陈某等15人涉
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一案，由文昌市人民检
察院向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陈某等
15名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
人陈某等人，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
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文昌市翁田镇地区多次
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强买强卖商品，交易数额共
计19.350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敲诈勒索他人财
物共计2.1898万元，数额较大；在公共场所起哄
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明知他人实施
赌博，仍为其提供场所、赌具、资金支持并获取盈
利分红，赌资共计13.536万元，严重扰乱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
法应当以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
开设赌场罪等罪名追究陈某等15人刑事责任。

乐东陈某毛等11人
恶势力团伙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
记者2月1日从省检察院获悉，陈某毛等11人涉嫌
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一案，由乐东黎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向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陈某毛
等11名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
告人陈某毛等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指控：在乐东县莺歌海镇一带，以被告人
陈某毛为首的恶势力团伙，采取暴力或其他手段，
实施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
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宋顺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陈一鹏）海南日报记者2月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宋顺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我省本周中后期气温
缓慢回升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符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2月1日从省气象台
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
区早晚有雾；中后期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有分散小雨或雾，各地气温缓慢回升。

其中，2月2日夜间至4日，受弱冷空气和偏
东气流共同影响，全岛多云间阴天，中部和东部地
区有小雨。中部地区最低气温13℃至16℃，其余
地区16℃至19℃；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最高气
温22℃至25℃，西部和南部地区26℃至30℃。

此外，预计2月1日至2日、5日至7日琼州海
峡有雾，有雾时通航条件较差。3日至4日琼州海
峡风力5级、阵风6至7级，通航条件较好。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彭青
林）过去需要提供近10余项共100多
页纸质材料，今后只用填写一张表——
从2020年2月起，我省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申领养老金启动承诺制改革。

海南日报记者2月1日从省社保
中心了解到，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
程中，该中心通过实施“承诺制+事中
事后监管”，实现了申领养老金手续的

“极简审批”，参保人和参保单位工作

人员“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
跑”就能把事办好。

此前，我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申
领养老金需要提供人事档案、审批退
休文件、工资审核表、户籍材料、身份
证复印件、社保卡复印件等近10项纸
质材料，平均每名退休人员纸质材料
都有百余页。随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档案、工资等管理日趋规范化、精细
化，省社保中心对全流程的风险进行

评估，在明确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将手
续要求大幅缩减为一张《海南省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养老
保险待遇申领表》，参保单位按规定据
实填报即可，不再要求提供其余材料。

此次改革也同时缩减了办理流程，
让参保人和经办人“少跑腿”。据介绍，
改革前，参保单位工作人员除了需提供
各项材料外，还需要到工资主管部门套
算工资，获取《2014年以后退休的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变动审核表》等材料
并盖章，再提交至社保经办机构，至少
要跑两个部门、跑两次以上。改革后，
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工资主管部门系
统进行对接，直接在系统上获取数据，
同时进一步优化网上办事服务，开通了
网上申报渠道，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即
可办理业务，真正实现“零跑腿”。

省社保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确
保此次改革“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社保

经办机构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方面
对申领表中填报的关键信息与各部门
共享信息进行数据比对核实，另一方面
每年采取不定期抽样检查方式对参保
单位提供材料和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进行核查，抽查量不少于20%。通
过建立常态化的核查机制，实现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申领养老金手续减、但监管
不减，材料减、但实效不减，时间路程
减、但服务质量不减的效果。

我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申领养老金手续今起简化

免交百页材料 只填一张表格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生菜售价1.5元/斤、皇帝菜2元/
斤、茼蒿 2 元/斤、小白菜 1.5 元/斤
……2月1日，到海口白龙农贸市场
买菜的市民发现，在市场东侧的5个
摊位，蔬菜价格要比其他摊位便宜。

据介绍，这是海口市美兰区在该
市场试点设置的菜农自产自销区。
这既帮助菜农拓宽了销售渠道，又让
市民能就近买到质优价廉的蔬菜。

“你们的菜确实划算，生菜、小白
菜、韭菜都给我来两斤。”1日上午，
东北“候鸟”老人王阿姨走到菜农王
正权的摊位前，定了6斤菜。“转了一
大圈，这几个摊位的菜是最便宜的，
卖相也好。”当听说这里将成为菜农
自产自销的固定售卖区，王阿姨笑着
说：“那我以后肯定天天来！”

菜农王正权和女婿周序朝都在

美兰区灵山镇租地种菜。当天，他们
一共带了300多斤菜来售卖。“过去，
我们都是凌晨起床摘菜，拉到椰海综
合批发市场批发。现在，有了自产自
销区，有的菜也可以拿到这里卖了。”
王正权说，他们两个小时卖了100来
斤，“估计今天中午12点前能卖完。
等过几天更多市民知道我们这个摊
位，生意肯定会更好。”

王正权给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
笔账：因为菜农卖的都是自己种的
菜。在农贸市场的零售价格，平均每
斤比市场其他摊贩的价格至少要便
宜1元钱，但比批发价平均每斤要上
浮0.8元钱。“所以，如果一上午能卖
上300斤菜，不仅市民得了实惠，我
们菜农也可以增加 200 多元的收
入。”王正权说。

海口白龙农贸市场相关负责人
说，这5个摊位因位置相对较偏，摊

贩觉得赚不到钱，所以一直处于闲置
状态。“现在，市场方将这些摊位免费
提供给菜农。接下来，我们还计划把
另外闲置的10个摊位也利用起来，
进一步扩大菜农自产自销的规模。”

有些市民担心，这些蔬菜是否安
全，会不会存在农药超标的情况？记
者注意到，每个菜农的摊位前，都贴了
一张《海南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上
面标注了菜农的姓名、电话，以及种植
蔬菜的品种和地点。扫描上面的追溯
码，相应信息也会直接在手机上显示。

“合格证是农产品上市的‘身份
证’，是生产者的‘承诺书’，是质量监
管的‘新名片’。一旦菜出现食品安
全情况，可以很快追溯到源头。”省无
公害农产品协会会长程方遒介绍，合
格证的使用，实现了质量安全从田间
到市场的有效衔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贯彻落实今年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实“菜篮子”工
程，设立农商农超对接、直供直销场
所，促进流通环节成本降到邻近省份
水平，实现综合菜价全国排名下降的
目标，在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的部署安
排下，该区市场监管、商务、农业农村
等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于近期在白龙
农贸市场试点设立自产自销平价销售
专区，由市场管理方免费提供蔬菜销
售摊位，菜农将蔬菜运到专区销售，跳
过批发环节直接进入市场，减少流通
费用，从而降低蔬菜销售价格。

“从这几天的试运行情况来看，
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下一步，我
们会根据试点情况，在更多的农贸市
场设立自产自销平价销售专区，让更
多的市民享受到低价菜的福利，不断
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该负
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海口白龙农贸市场设置菜农自产自销区，拓宽平价菜销售渠道

流通环节减 百姓实惠增
省交警公布
春节出行避堵路段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2021年春运已开始。为给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
出行环境，海南交警根据目前的交
通通行情况进行了研判分析，于近
日向社会发布春运期间全省道路施
工路段以及易堵路段。

省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
查看路况，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
路线、出行方式，避开出行高峰和易
堵路段，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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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送春联、“福”字下乡

挥毫泼墨传福气
本报石碌2月1日电（见习记

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2月1
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在石碌镇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来自昌江书法家
协会、美术家协会的6名书画家挥
毫泼墨，为百姓创作和赠送洋溢着
节日祥和气氛的绘画、书法作品。

在活动现场，绘有梅花、荷花、
金鱼等图案的画作年味十足，很受
欢迎，春联更是“抢手货”，不少群众
早早地赶来排队，等候领取作品。

“我早上8点多就来排队，免费
领了两幅画、一幅‘福’字，拿回家过
年很喜庆。”来自河北省的“候鸟”老
人田音乐呵呵地说。

昌江文联主席庞大海介绍，送
书画志愿服务活动在昌江已举办了
10多年，他们希望通过飘着墨香的
作品，为群众送上新年祝福，助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月1日，在海口恒大文化旅
游城小区，市民选购罗牛山猪肉。

春节临近，海口市菜篮子产
业集团联合京东集团京喜海南事
业部，开展“移动便民菜站进社
区”试点工作。据了解，海口移动
菜站的蔬菜主要由市菜篮子产业
集团旗下的基地和批发市场提
供，销售价格低于倡议价。

目前，海口移动菜站已覆盖
10个小区，2月3日开始将增加
至20个小区。据悉，海口移动便
民菜站每天分早、晚两趟到达小
区，销售时间为6时30分到 11
时30分，15时30分至19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菜站进社区
便宜又便民

扫码快速
激活领取医保
电子凭证。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薇医保政策宣传第13期

就医不带卡，可凭“医保码”
截至2021年1月，海南省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已激活用户量逾150万人，可在全省323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医保

电子凭证正在逐步推广，有了医保电子凭证，老百姓以后就医看病、医保缴费、异地就医备案，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实现医保结
算。医保电子凭证的作用和优点在哪里？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为读者解读。

问：医保电子凭证有什么作用？

医保电子凭证由全国统一建设，
建立了全国通用、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的线上医保身份识别体系。医保电
子凭证由国家统一生成，结合实名身
份认证、生物特征识别、位置定位、人
工智能等互联网安全技术手段，实现
与个人医保参保账户一一映射，是医
疗保障线上应用的唯一身份认证凭
证，全面适用于医保各项业务。

（1）药店医保刷码购药
（2）可以在医院、社区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等就医
（3）医保服务经办机构查询
（4）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查询
（5）医保参保缴费

问：与卡片式医保卡相比医保电
子卡凭证有什么优点？

医保电子凭证不依托实体卡，参
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或相关银行和网络支付机构进

行申领激活使用，十分方便。
应用场景丰富：医保电子凭证广

泛应用于医保查询、参保登记、报销
支付等医保各业务场景，一张电子凭
证，可以办理所有的医保业务。

全国通用：医保电子凭证由国家
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生成，标准全国统
一，跨区域互认，参保人可以凭证在
全国办理有关医保业务，可以说“一
码在手，医保无忧”。

安全可靠：医保电子凭证通过
实名和实人认证，采用国产加密算
法，数据加密传输，动态二维码展
示，确保了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使
用安全。

问：医保电子凭证与电子社保卡
有何区别？

医保电子凭证是国家和地方医
保局官方认定的唯一线上医保身份
凭证，用户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支
持用户在国家医保局信息安全能力
保障下便捷使用就医购药、医保支

付、医保账户查询、医保登记等服务。
电子社保卡是人社部和地方人

社局官方认定的唯一线上社保身份
凭证，电子社保卡承载用户线上社保
参保信息查询、办理养老、就业、工伤
失业等业务，由人社部保障用户的社
保信息安全。

问：医保电子凭证上线应用有哪
些便利？

医保电子凭证的上线使用，意
味着今后参保人就医看病不需要
再持实体社保卡，参保人可凭医保
电子凭证在定点医疗机构通过扫
码确认参保人员身份，进行就医结
算。下一步，海南将在省人民医院
率先实现医保电子凭证移动支付
结算的基础上，在全省全面铺开应
用。届时，参保人可通过手机进行
预约挂号、身份识别、缴费结算等，
可以大大减少患者就医缴费排队
次数，从根本上解决看病程序繁琐
的问题。

同时，我省已率先上线使用了
亲情账户功能。参保人通过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 APP、码上办事 APP、椰
城市民云 APP 添加“亲情账户”即可
为老人或未成年子女申领激活医保
电子凭证。添加成功后，即可使用
家庭成员的医保电子凭证相关权
益，极大提升了参保人的就医感受。

问：怎么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码上办事、椰城市民云、微信、支
付宝、云闪付等 APP，以及邮政储蓄
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
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华夏
银行、渤海银行、民生银行等16家商
业银行的手机银行APP激活使用，十
分方便。

问：如何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领取之后，待功能逐步完善，医

保电子凭证在线上和线下均可使
用。线上使用前，需要在就诊机构的
个人就诊信息卡里面绑定自己的医
保电子凭证。然后进行挂号预约、医
疗缴费时，选择使用医保支付项进行
付款即可。

线下使用前，要确认医保定点医
院或药店有没有开通电子医保卡扫
码付的功能。如果支持医保卡扫码，
直接出示医保电子凭证的二维码进
行付款即可。

问：医保电子凭证上线后，参保
人原有的社保卡还可以用吗？

社保卡还可以继续使用，功能不
会受到影响。只不过如果激活了医
保电子凭证后，参保人就可以不用带
社保卡了，可以避免因丢失社保卡带
来的补办手续和额外花费。

问：医保电子凭证是否有实体卡？

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保局
统一监制，是国家和地方医保局官方

认定的唯一线上医保身份凭证，没有
实体卡。参保对象可继续使用身份
证或社保卡等实体介质。

问：如果手机丢失，医保电子凭
证是否会被盗用？

智能手机锁屏功能是保证支付
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另外医保电子
凭证是基于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
渠道进行激活使用的，若手机丢失，
可立即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上解除各渠道的医保电子凭证授权
即可。

问：医保电子凭证在使用时出现
问题如何处理？

建议首先查看异常的提示信息，
根据提示信息查看各个渠道的自助
问答，查找对应问题解答，进行自助
处理。

若问题无法处理，请联系当地医
保经办机构咨询确认。

（策划/晓原 撰文/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