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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3月12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
完善我省既有住宅使用功能，改善城
市老旧小区居住条件，近日我省住建、
发改、财政、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联合
印发《海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
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了我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申请
条件、申请主体、资金筹集、基本原则、
部门职责、实施程序、相关要求和保障
措施等。

《意见》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的申请条件：一是要具有合法的房屋
权属证明；二是已建成投入使用的4
层以上（含4层）无电梯住宅；三是满
足建筑物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有关
规范要求；四是必须同时符合以上条
件的方可申请。

《意见》明确加装电梯的资金筹
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所需资金及
运行使用、维护管理资金由业主承
担，具体费用承担由业主协商，共同
出资解决。业主可通过转让广告收

益、有偿使用等方式引入社会资金参
与加装电梯建设。对纳入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范围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的，业主可以申请使用本人及配偶的
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加装电梯，
也可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有条件的市县政府可
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奖补资金给
予奖补。

如果既有住宅要加装电梯，可
以以小区、幢或单元为主体提出申
请。以小区为主体申请的，申请人

应当为该小区业主委员会；未成立
业主委员会的，申请人可以为该小
区业主推荐的业主代表；以幢或单
元为单位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为该
幢或单元业主。申请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
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单元加
装电梯的总面积和总户数按照本单
元房屋面积独立计算。加装电梯拟

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
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意见》提出，我省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坚持“业主自愿、居民自主、
费用共担、因地制宜、公平合理、方
便群众、依法合规、保障安全和使
用功能”和“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加
装电梯政府扶持”的原则。各市县
（区）成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的政策制定、指导协调、督查检查
等工作。

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和消博会

海口确保重点道路路灯
亮灯率达99%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获悉，为迎接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及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召
开，海口市政工程维修公司拟于近日分阶段开展
市政设施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服务保障工作。据
悉，海口市将重点保障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酒
店周边、机场、码头、高铁沿线、城市主次干道路面
和人行道平整完好，确保重点道路路灯亮灯率达
到99%。

据悉，海口市围绕重点线路、路段的市政设
施，展开拉网式摸底排查。重点保障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周边、酒店周边、机场、码头、高铁沿线、城
市主次干道路面和人行道路面无坑洞、隆起、下陷
等现象，确保人行道缘石顺直无缺陷、步道砖、盲
道砖完好等。

“五一”小长假催生出游热情

三亚成为北京出港航班
热门目的地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赵优 邵长春）
随着今年“五一”假期安排公布，人们出游热情大
增，各大旅游平台上相关出行产品的搜索量暴
涨。受防疫政策调整影响，北京进出港航班热度
迅速攀升，三亚位列最热门目的地第三名。

来自携程方面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五一”小
长假期间，本地游、周边游市场仍将保持旺盛的增
长势头。从出行方式看，今年“五一”期间，自驾游
仍将成为国人旅游的热门选择。从细分市场来
看，私家团、高星酒店等高品质产品仍将成为用户
出行的首选。

相关部门公布最新防疫政策调整，自2021
年3月16日零时起，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
京不再需要持抵京前 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携程旅行网大数据显示，自3月12日相关
通知发布后，与较早一时段相比较，北京始发航
线瞬时搜索量飙升，增长幅度达到100%，机票
预订量增长60%。

海南成为去年最受游客
关注旅游目的地
免税政策和海岛度假资源是吸引
游客的两大亮点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赵优）2020年
的国内旅游市场中，海南成为最受游客关注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马蜂窝旅游日前发布的《2020
年海南省旅游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2020年海南省在线旅游资产指数（TPI）从
全国第7位攀升至第4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
重庆。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
介绍，2020年，出境游全面暂停，而国内游客对
于休闲度假的安全和品质需求则持续上升，海南
作为中国海岛度假资源最为丰富，开发最为完备
的省份，无疑是度假游客心目中的首选之地。与
此同时，免税政策的加码，让中国游客不出国
门，就能体验到免税购物的乐趣，更是吸引了大
量喜爱观光购物的游客前往，使海南旅游在
2020年出现“淡季不淡”的局面，全年市场保持
高位。

从用户消费和需求方面分析，免税政策和
海岛度假资源，是海南吸引游客的两大亮点，
而游客对于海南度假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
报告显示，2020 年海南最具旅游市场竞争力
的三个目的地分别是三亚、海口和万宁。相比
于传统的旅行目的地和景区，中国游客在“后
疫情时代”更倾向于挖掘海南的“新秘境”，在
熟悉的风景中寻找新的玩法。其中，海南景区
热度在2020年上涨最快的是三亚亚特兰蒂斯
及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旅游热度涨幅分别达到
147%和128%，万宁的石梅湾则成为冲浪爱好
者的天堂。

在景点观光方面，适合亲子游的公园、游乐
园、博物馆，都是观光游客的需求热词。夜景、古
镇以及当地的文化习俗等文化类观光也受到游客
关注。在休闲度假方面，海南游客的度假需求呈
现出更加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深度的海岛度假和
户外体验项目最受游客关注。潜水、冲浪、划船、
海钓等水上运动及跳伞、热气球等能够俯瞰海岛
风光的低空项目，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本报保城3月12日电 （记者
李梦楠）3月 11日下午，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人才住房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现场，机器声阵阵，40
多名工人正有序地进行现场作
业。工地正中央，两名工人正站
在一块巨石上进行钻眼，装满石
块的装载机把石头运往石方堆
场，经炮机打碎后，这些碎石将被
用作挡风墙的建筑材料。

“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项

目基坑开挖工程，接下来将进行桩
基施工作业。”该项目技术负责人
刘吉华介绍，该项目是保亭实施的
首批人才住房项目，项目位于南国
雨林小区以东、南环路以北。该项
目于今年1月开工，计划建设2栋
住宅楼共120套及1栋物业楼，项
目建设工期为1年，预计2022年1
月底竣工并交付使用。

“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今年春
节，我们不少管理层人员和施工人

员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留在工
地。”刘吉华说，为了赶工期，不少施
工人员晚上加班加点工作，负责基
坑支护的施工人员常常在下班后还
要再加班好几个小时。

同时，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还
看到2台雾炮机，喷出的水雾可以
有效减少施工现场产生的扬尘，施
工方还强化工地施工安全管理，设
置专门的员工通道，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理单

位加强各环节把关，确保工程项目
保质保量有序推进。

据了解，近年来，保亭积极推动
人才保障各项工作，按照人才住房
政策，规划建设一批人才住房项目，
增加人才住房供给，满足人才住房
需求。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有效
解决人才住房困难问题，进一步营
造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留住人才、
用好人才的浓厚氛围，让各层次人
才引得来、留得住。

保亭加快推进首批人才住房建设项目工程

预计明年1月底可交付使用

我省印发《海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试行）》

老小区加装电梯 这些问题你须知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海口综合保税区（以
下简称海口综保区）获悉，为充分发
挥该园区人才配套公寓效益，提高
周转使用效率，该园区制定了《海口
综合保税区人才配套公寓申请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发布
之日起试行一年。《办法》明确人才
配套公寓是用于保障园区（仅指老
城片区）实质经营企业或重点项目
高层次人才、一线工作人员居住的
临时性周转住房。

《办法》指出，人才配套公寓租
用采取以积分（企业在园区产生的

营业收入、税收、进出口值、固定资
产投资额折算）申请为主，按需申请
为辅的原则。以上4项指标任一指
标上一年度在园区企业中排名1-
10名积 10分；排名11-20名积 6
分；排名21-30名积4分，4项指标
单项积分相加计总分。企业积分情
况表在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公
示。当年申请的，积分按前一年产
生营业收入、税收、进出口值、固定资
产投资额（以人民币计算）排名计算。

《办法》提出，园区管理局负责
受理企业租用申请，4人间（共205
间）申请消耗积分4分、2人间（共

15间）申请消耗积分8分，总分排名
靠前的优先受理，原则上一家企业
申请一间2人间，按积分高低进行
分配。

根据《办法》，有积分企业申请
受理后公寓有剩余房间时，无积分
企业可按需申请。由管委会会议确
定的重点项目不受积分限制，与有
积分企业同等优先申请受理，原则
上只保障项目管理人员或重要技术
人员等人才临时用房需求。园区管
理局综合考虑作出审核意见报管委
会分管领导审定。

《办法》指出，配套公寓实际租

住人员应为上述企业在园区实际工
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3个月以上，
并缴纳社保费3个月以上）。如发
现弄虚作假，有权取消该企业申请
资格，且3年之内不得再申请，并根
据实际租住时间补齐与市场租金的
差价。

根据《办法》，房间空置、床位空
置超过2个月的，收回相应房间和
床位。擅自改变该房屋居住用途
的，取消租住资格；损坏承租房屋，
拒不修复或赔偿的，取消租住资格
并追究相应责任。在承租房屋内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取消租住资格。

海口综合保税区出台人才配套公寓申请试行办法

园区人才可申请临时性周转住房

上海六院海口医院实现
疑难杂症远程门诊

上海医生“屏上”
把脉海口患者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林
宇）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
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简称上海六院海
口医院）充分利用自身优质医疗资
源，实现上海海南两地疑难杂症远程
门诊，解决了海南本地老百姓疑难杂
症看病难问题。

长期居住在海口的70多岁王奶
奶曾患过全身感染，导致全身骨疼。
近日，王奶奶来到上海六院海口医院
就诊。经抗骨质疏松治疗后，王奶奶
的身体情况稍微好转。但在治疗的过
程中，主治医生对于王奶奶的状况还
存有疑问，认为王奶奶的病情不仅仅
是骨质疏松这么简单，可能还有未查
明的原因。于是，第一时间向总院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申请了远程会诊。

为了给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便
利，上海六院海口医院将AirFace远程
多功能医疗会诊机器人搬到了王奶奶
的病床边。此次负责远程会诊的是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
医师童强，为了给患者尽快诊断，童强
医生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在外实时连线，
为王奶奶进行了诊治。

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上海六
院海口医院主管医生向线上专家童强
详细介绍了王奶奶的病情，并与患者
面对面进行沟通。整个门诊过程清晰
流畅，就像“面对面”诊疗一样。医生、
患者、患者家属与专家沟通的同时，还
可实现影像学、超声学、医学检验结果
等同步传输。在远程问诊结束后，上
海海南两地医生就临床诊断与鉴别诊
断、治疗方案等内容进行面对面交流
探讨。经诊断，王奶奶患有风湿性多
肌痛、RS3PE综合症等疾病。随后，
上海海南两地医院为王奶奶提供了新
的诊疗方案。

3月12日上午，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在中电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举行全省烟草行业“海
南无假货”品牌建设行动“3·15”销毁假烟活动，共焚烧假烟922万支，总计19.02吨假烟
通过环保焚烧发电的形式，可转化为约9000度电。图为在澄迈县老城镇的中电国际新能
源有限公司集中销毁假烟现场。

文/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张肖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吃”下19吨假烟
产出9000度电

我省截至去年已打掉
涉黑涉恶团伙308个
刑事案件立案数为近十年最低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杨笑 陈靓）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全省公安刑侦工作会议上获悉，
2020年全省刑侦工作取得良好实效。其中，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全省公安机关打掉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308个，破获刑事案件3667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5346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
人民币105.08亿元；现行命案和涉枪犯罪案件保
持全破，命案积案攻坚取得历史性成效，全年全省
实现了“控发案、多破案”都下降5%的工作目
标；刑事案件立案连续五年同比下降，为近十年最
低立案数；全年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事
件，全省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东方超额完成去年
农民小额贷款贴息任务
为农民“贷”来致富新生活

本报讯 （记者肖开刚 通讯员
麦凤完）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东方
市了解到，该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 2020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之农民
小额贷款贴息工作，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有效缓解了农民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为农民“贷”来致富新生活。

感城镇陀烈村村民邢朝梅常年靠
种植茄子、芒果等农作物为生，前些年
因农产品行情不好导致亏损。在艰难
的时刻，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时
帮助邢朝梅申请农民小额贷款贴息，让
其有了发展资金。如今，经过连续几年
农民小额贷款资金的支持，邢朝梅的种
植规模不断扩大，今年种植的茄子等瓜
菜丰产丰收，日子越过越红火。

同样受益于农民小额贷款贴息的
还有感城镇感北村村民苏赞持。他已
经连续8年申请农民小额贷款贴息了，
刚开始每年只能申请2万元额度，由于
信誉好，现在他每年能申请到10万元
额度。“资金不足的时候，农民小额贷款
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从几
亩地扩展到现在几十亩地。”苏赞持说。

据了解，2020年，东方市共发放
5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91216.92万元，
完成年度任务31195万元的292.4%，
已拨付贴息资金1279.57万元。其中
发放扶贫小额信贷873笔，完成年度
任务342笔的255.26%，已拨付扶贫
贷款贴息资金131.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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