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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月 8日讯 （记者孙
慧 实习生杨韫颖）从3月8日起，我
省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查
摆房地产市场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
改，堵塞制度漏洞，坚决遏制违法违规
行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在建、在售
以及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的商品住宅项
目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排查整治，从购
房人规避限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开
发商违规销售商品房、中介机构和人
员违规乱象、商品房销售现场管理无

序等四个方面开展排查。
整治行动由各市县政府主要领导

或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住建（房管）、
发改（物价）、人才、人社、社保、公安、
税务、银保监、市场监管、宣传、网信、
综合执法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统筹协
调辖区房地产专项整治工作，加强部
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严厉打击、联合
惩戒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我省要求从严从重从快推进此次
整治工作。对通过办理虚假人才落户，
虚构劳动关系缴交社保、纳税骗取购房
资格，价外加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对经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要
在依法依规实施顶格处罚的基础上，从

行业限制和市场准入方面对相关违法
违规主体和个人给予处罚。

针对规避限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
行为，住建（房管）部门暂停项目销售
和购房合同网签备案，依法依规从严
从重处罚；对提供虚假证明、规避限购
政策购房的个人，撤销其购房合同网
签备案，列入严重失信范围，5年内不
得在我省购房；对协助虚构劳动关系，
代发工资，代缴社保或个税骗取购房
资格的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取消其
备案资格，5年内禁止在我省从事房地
产中介业务；对涉及伪造、编造证明材
料获取购房资格等违法行为，由公安
部门依法予以打击，追究其法律责任。

针对捆绑销售变相涨价行为，开
发企业在备案价格之外加价销售商品
房或将委托装修、购买车位、加入会员
等作为购房前置条件的，住建（房管）
部门暂停项目销售和购房合同网签备
案；由税务部门对涉及的偷逃税行为
依法依规追缴税款和处罚；发改部门
在办理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备案时，要
求开发企业提供严格按照备案价格销
售，不得捆绑装修、车位和会员资格变
相涨价的承诺，由市场监管部门对违
背上述承诺的房企按照价格欺诈从严
处罚。

今年除了加强市场整治外，我省
将继续建立市场监管长效机制。落实

市县房地产调控主体责任，建立市场
监管长效机制，建立和完善部门联动、
购房资格联合审查、联合查处、联合惩
戒等工作机制；推广海口市购房资格
码经验，加强信息共享，推动购房资格
审查的流程化、信息化、智能化，提高
审查效率和质量；加快实施商品房买
卖合同网签即备案制度；探索开展新
建商品房销售公开摇号制度；加强预
售资金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项目
建设；加强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在市场准入、开发资质、从业资格、项
目建设、销售备案等方面实施信用管
理和联合惩戒，形成守法获利、违法受
限的良好营商环境和市场氛围。

我省将重点打击规避限购政策骗购、违规售房等4类违法违规行为

列入严重失信范围5年内不得购房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炜森 蒋升）3月8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全省公安机关优
秀女民警、好警嫂、爱警母亲表彰
大会上获悉，我省有5位优秀女民
警、好警嫂、爱警母亲获得公安部
及全国妇联表彰。

其中，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副
所长翁春雷荣获全国公安机关
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三亚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教育大队
大队长刘昕丽荣获成绩突出女
民警荣誉称号，三亚市公安局因

公牺牲民警石关云同志的妻子
杨迎春、文昌市公安局翁田派出
所教导员吕诗伟同志的妻子黎
丽妹等2名女士荣获好警嫂荣誉
称号，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美兰大队海甸中队中队长王
伟同志的母亲冯玉玲荣获爱警
母亲荣誉称号。

在表彰会上，5名优秀女民警、
好警嫂、爱警母亲代表分别结合自
身工作、生活经历进行了感人至深
的发言。表彰会上，对93名获评
海南省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

优秀女民警、好警嫂、爱警母亲予
以通报表彰。

长期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广大
女民警、女辅警同男同志一道，不
辞辛苦、忘我工作，切实撑起了公
安工作的“半边天”。全省公安事
业的发展，融入了女民警、女辅警
的辛勤汗水、聪明才智和无私奉
献，广大女民警、女辅警承担着家
庭、事业双重责任，充分展现了新
时代女性“自尊、自强、自信、自
立”的时代精神和公安女警的最
美风采。

我省优秀女民警、好警嫂、爱警母亲共5人获公安部、全国妇联表彰

巾帼力量添彩警徽

三亚第二批新冠疫苗
免费接种工作启动

本报三亚3月8日电（记者李艳玫）三亚第
二批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已启动，3月7日至
31日，三亚18家医疗单位可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安排，3月15日前接种第一针，3月15
日至31日接种第二针。接种人群为年龄在18～
59周岁的三亚市辖区常住居民，不限户籍和国
籍。市民可选择就近接种。

三亚18个新冠疫苗接种点分别为：三亚中心
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马
岭卫生院、凤凰卫生院、美丽之冠临时接种点、三
亚市中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市妇女儿童医
院）、海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荔枝沟卫生院、田独
卫生院、福海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滨医院、崖
城卫生院、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林旺卫生院、
藤桥卫生院、海棠区南田医院、育才医院。

需要注意的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将
接种人员信息报送工作单位所在辖区预防接种单
位预约；居民由村（居）委会收集人员信息报送预
防接种单位预约；居民也可通过“三亚发布”“健康
三亚”微信公众号、金苗宝APP预约。预约成功
后，在约定时间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护照、有
效签证）前往选定预防接种单位，经现场核对确认
后进行接种。

我省老年人优待证可在
“码上办事”等平台快办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肖亚梅 黄章群 符丹丹）海南日报记者3月8日
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悉，为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
获得感，在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卫健委的指导下，
从8日起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老年人
优待证快办业务，并在澄迈、琼中试点启用线上老
年人电子优待证。

老年人或其家人可在“码上办事”“椰省事”平
台应用老年人电子优待证快办服务，“候鸟”老人也
可在“码上办事”平台在线申领海南老年人优待证。

据悉，依托于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海
南将原先需要线下到便民服务中心提交纸质材料
才能办理的老年人优待证转移到线上办理。本省
老年人可以通过下载“码上办事”或“椰省事”
APP，或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码上办事”“椰省事”
小程序登录后进行线上“快办”，免提交纸质材料、
免填写信息。

如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年
人还可以委托他人通过“码上办事”实现“刷脸+无
人干预自动审批+全程电子化”申请电子优待证。
在线办理成功后，可自动生成电子优待证，效力等
同于纸质证。此外，办理人还可选择免费邮寄到家
或到属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领取的方式取得纸质
证件。

外省户籍老年人线上办理海南省老年人电子
优待证实行承诺制，推出“先证后审”功能，老年人
可以先领证后核验。

本报海口3月
8 日讯 （记者王培
琳）为进一步便利我省
灵活就业人员及用人单
位缴纳社会保险费，自2021
年3月6日起，我省税务部门拓
宽了“实体、网上、掌上、自助”等多
元化缴费渠道，缴费人可以自主选
择任意缴费渠道。

据了解，拓宽缴费渠道后，灵活
就业人员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
缴纳社保费。

其中线上渠道可以通过微信、支
付宝的相关入口缴纳社保费，也可通
过微信公众号、通过各商业银行线上
渠道缴纳社保费，具体包括：海南省
农信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的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线下渠道可通过商业银行营业
网点柜面缴纳社会保险费，也可前往
当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缴费，
可选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招
商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等。

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主要通过
海南省电子税务局缴纳，原线上、线
下渠道保持不变。自3月6日起，用
人单位也可下载社保费管理客户端
缴纳社会保险费。

我省医保信息平台二期工程
预计5月上线应用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杨
韫颖）海南日报记者3月8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
悉，我省医保、卫健、人社、税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
多部门联动高效推进医保信息平台二期工程建
设，预计5月将实现医保信息平台全业务、全流程
在全省的上线应用。

医保信息平台一期建设工程已安全平稳运行
一年，一期建设工程主要包括省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信息系统及个税改革医保信息共享系统建
设，实现了我省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管理、协同征缴
管理、医疗信息管理、医疗待遇审批与查询、散单
报销、一站式审核与结算等多项功能，有力地提升
了海南省医保治理现代化、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能力和水平。

医保信息平台一期建设工程为海南率先在全
国实现医保基金省级统筹、实行全省医保统收统支
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也为我省对接国家总
体部署要求在建医保信息平台二期项目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预计，今年5月底我省医保平台二期建
设工程将完成，确保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套统一的医
保信息系统全省平稳上线及推广应用，为全国医保
信息平台统一建设扛起海南自贸港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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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 3
月 8日电 （记者肖

开刚 通讯员符啟慧）
“对我们居民来说，抄表

到户后交电费更方便、更透
明了，用多少交多少，十分清

晰，而且上网就能交了。”近日，东
方市天源海景小区居民何伊发现小
区完成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后，用电
更加省心了。

天源海景小区是今年东方市要
完成抄表到户改造工作的30个存量
住宅小区之一。海南日报记者从东
方供电局了解到，住宅小区实现电
力抄表到户后，供配电设施将统一
移交供电企业维护管理，居民可享
受更专业化的供电服务，包括足不
出户电费查询缴交、定期安全检查、
及时上门维护等。同时，小区居民
用电将执行发改委目录电价，避免
了中间加价和通过用电管理手段损
害居民权益等情况发生。

“我们将想办法加快抄表到户改
造工作，让住在小区的居民用电更

‘心中有数’。”东方供电局市场营销
部经理蒙华东表示，该局今年计划完
成2.8986万户“抄表到户”，截至2月
底，已经完成16个小区15206户电
表改造，占比53.3%，其中5个小区
4060户已经完成抄表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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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海口市公安局在海口红城湖警务室、白沙门公园警务室、大同派出所，以及美
兰、龙华、秀英办证中心等地设立的6家“椰城便民自助警局”正式投入使用，身份证、驾驶证等
126项公安业务可7×24小时自助办理。(见上图)

“椰城便民自助警局”是海口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之一，市民通过
刷身份证、人脸识别确定身份后，只需在自助机上按提示提交申请材料，就能办理126项
业务（预审业务99项、自助办理业务27项）。

据悉，接下来海口警方还将不断优化“椰城便民自助警局”服务平台，力推公安政务
服务“就近办”“自助办”，提升椰城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本报记者 邓海宁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海口6家椰城便民自助警局启用

“云”上警务 实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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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8日电（记者高
懿 通讯员张开忠）3月8日是第111
个“三八”国际妇女节，三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走进鸭仔塘社区，开展主题
为“共建文明守法家庭·共创绿色和
谐三亚”“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暨法
律法规宣传咨询服务活动，普及法律
法规，提供疫情防控危机下的心理援
助服务。

活动现场设立咨询点，宣传人
员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宣
传《宪法》《未成年保护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现场还提供心理咨
询、家庭教育等志愿服务，解答妇女
关心的问题，真正让法律走到群众
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增强广大妇女
的法律意识，引导广大妇女群众学
法、守法、懂法、用法，配合社区管理
服务，争做新时代“半边天”。

本次活动共发放《妇女学法用
法》《禁毒预防教育进家庭》等宣传
读本以及反家暴、禁毒、防艾、心理
咨询、维权法律法规等相关宣传资
料3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
人次。

连日来，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发动局属各支队、分局同时开展“三
八”妇女维权周活动，共计发放资料
3563份，接待群众咨询1000人次。

三亚综合行政执法局:

进社区 帮维权
本报定城3月8日电（记者叶

媛媛）为庆祝第111个“三八”国际
妇女节，3月8日，定安县中医院举
办以“中医关爱妇婴健康”为主题的
系列活动，通过义诊等方式增强女
性自我防病意识，为广大女性朋友
献上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当天
前来咨询的患者络绎不绝，妇科、针灸
推拿、眼科、骨伤科、内科等常见疾病
科室的医务人员积极投身到义诊活动
中，热情地为妇女群众服务。活动期
间，医务人员还为群众免费进行针灸、
视力检查、血压血糖检测及穴位贴敷
等检测与治疗，并对群众提出的疑难
问题一一解答。当天，医院还为每一
位前来检查或治疗的女性免费赠送了

“中药养生汤剂”“中药香包”等礼品。
此次系列活动自3月8日启动

后，将持续进行到3月31日，期间每周
一至周五，该院将送医下乡镇，为农村
妇女提供妇科、眼科、乳腺等免费检
查。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前往义诊现
场的婴幼儿还可获得免费小儿推拿等
诊疗机会。

“我们将借此活动更好地传播关
爱女性健康理念，向大众普及强身健
体的保健方法，为广大妇女同胞带来
更多福音。”定安县中医院有关负责
人介绍道。

定安县中医院:

送义诊 解疑难

本周中后期气温缓升

本岛东北半部有小阵雨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袁迎蕾 李凡）海南省气象台3月8日预报，预计
本周前期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中
后期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

预计3月9日，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半部地
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阵雨，西南半部地区多
云。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5～28 ℃，
西部和南部地区28～32 ℃；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8～21℃，沿海地区21～23℃。

10日～14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岛多
云，其中中部和东部地区局地有小阵雨。各地气
温缓慢上升，中部和东部地区升至26～29℃，其
余地区30～33℃；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预计9日～14日，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
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多云、局地
有阵雨，风力5级、阵风6～7级。

海南省气象部门农事提醒，本周天气形势利
于早稻等农作物生长，可趁机增施有机肥，促进拔
节、分蘖正常生长；晴好天气利于橡胶新叶抽发和
快速老化，有助于橡胶白粉病防治。

3月8日，在海控全球精品海口免
税城，女性消费者结算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