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创意海报《眉目川情 琼极其妙》

海南文物“喊话”三星堆文物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春媚）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近日，
三星堆遗址“上新”，掀起一场全民“考古热”，也拉
开“全国文物battle（比拼）大赛”的帷幕。3月25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推出创意
海报《眉目川情 琼极其妙》。

据了解，这组创意海报以海南文物向三星堆
文物“喊话”的方式呈现，配合贴切形象的拟人化标
语，精美的画面设计，充分展现海南的精美文物。
一经推出，刷屏微博、朋友圈等平台，获得网友踊跃
转发，点赞。

扫码查看
全部创意海报
《眉目川情 琼
极其妙》。

创意海报《眉目川情 琼极其妙》其一。

我省职业年金基金规模
超过75亿元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易宗平）3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职业年金
工作运行稳健，投资运营启动以来，仅两个多月，
全省职业年金基金规模就实现了正增长，累计收
益额达到9500万元。

我省设立6个职业年金计划，于去年10月启
动投资运营，实行多计划统一收益率。截至去年
12月31日，全省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到75.79亿
元，全年发放职业年金待遇共1.4亿元。

定安查获450公斤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袋

本报定城3月25日电（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3月25日从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该局日前根据群众举报，查获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袋450公斤，扣押涉事车辆1辆。

根据群众举报，连日来，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执法人员前往该县定城镇潭黎村暗中走访，最
终在村民邱某家发现了涉事面包车，并查获非法
储存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袋共36袋，共计450
公斤。

在执法人员的劝导教育下，涉事人员邱某
当场认识到错误，并承诺今后将不再存储和销
售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目前，被查获的塑料
袋均被执法人员依法依规进行没收，将被统一
销毁。

据悉，自“禁塑”工作开展以来，定安持续保
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储存和使用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截至今
年3月，定安累计立案29宗，结案15宗，扣押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650余公斤，收缴罚没款1.93
万元。

交通

4月1日起

三亚市区禁行电动三轮车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

张海哲）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三亚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规
范道路交通秩序，三亚市公安局、三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日前联合发布电动三轮车管理通知。

该通知规定，4月1日起，禁止电动三轮车
在三亚市区行驶、载人，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者
将被罚款1500元，销售未经国家主管部门许可
的电动三轮车将被查处。

禁止电动三轮车行驶市区道路具体是指根
据交通管理工作划分的建港路、榆亚路、狗岭
路、凤凰路、春光路、迎宾路、落笔洞路、荔枝沟
路、金鸡岭路、三亚湾路、御海路、新城路、海虹
路、G225国道至海虹路口路段、光明路、胜利
路、南边海路、鹿回头路、鹿岭路等构成的闭合
区域内所有道路（含合围道路）。

具体要求

禁止在三亚市生产、销售未经国家产
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电动三轮车，违者
由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查处。

禁止电动三轮车在三亚市区道路行驶
（已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邮政、物流
车辆除外）。

禁止电动三轮车用于载人，禁止 70周
岁以上人员驾驶电动三轮车。

违反禁令标志的，
罚款 100 元；无证驾驶
的，罚款 1500 元；未悬
挂号牌的，罚款 100元；
以上行为可合并处罚。

具体接种要求：

接种人群

18岁-59岁人群
（60岁以上老年人群接种时间
另行通知）
预约方式
即日起可电话预约或到现场预约

疫苗接种点开放时间
上午：8时至12时
下午：15时至18时
晚上：20时至22时

现开放4个疫苗接种点

罗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感恩南路30号（罗带桥往南150米处）
联系电话：25731399、13648655308、18608905559
东方市中医院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东方大道27号
联系电话：25584576、18117722370
东方市港区医院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滨海南路北22巷
联系方式：25519860、25536626
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街卫生院）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新街新兴路48号
联系方式：18976946663、1897680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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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3月25日电（记者肖开刚）海
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东方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了解到，为构筑人群免疫屏障，维护广
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东方市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决定自3月26日起，开放4个疫苗接种
点，并将陆续开放该市其他新冠疫苗接种
点，组织开展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确保
符合条件的群众“应接尽接”，同时发动群众

积极接种疫苗，共同筑牢防疫屏障。
广大东方市民如有疑问，可致电联系该指

挥部，联系电话：25527110、13700450790、
13005050462。

东方市今起组织接种新冠疫苗
开放4个疫苗接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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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由东方市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东方市2021年“春风行动”首场特色视频招聘面试会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专门邀请10家企业参与视频面试会，共提供就业岗位196个，237名求职人员参加视频面试，意向入
职人数61人。涉及建筑、教育、食品、餐饮、农业、工程、金融、房地产等行业。

本次活动采用全新的特色视频招聘面试会模式，受到企业求职者的一致好评。本次活动，求职者只需一部电脑
或手机，简单的操作，在家就能实现“云面试”，找工作也变得“触”手可及。据悉，下一场视频面试会将在2021年3
月30日（周二）下午14:30-17:30举办，企业求职者入口将在“海南人才招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

东方市2021年“春风行动”首场特色视频招聘面试会圆满举行

民生新闻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薇 检校：张媚 原中倩A04

省教育厅征集
基础教育领域意见建议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文欣）为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史学习教
育的统一部署以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安排，切实治理基础教育领域突出问
题，推动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月25日，
省教育厅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基础教育领域意
见建议。

基础教育关系千家万户，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重大基础工程，主要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和校外教育。省教育厅
本次征集的意见建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基
础教育领域群众“急难愁盼”、希望政府着力解
决的问题；2.基础教育领域“打着教育旗号侵害
群众利益”的问题和线索；3.其他对我省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省教育厅诚挚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家
长建言献策，有意参与者可于今年4月10日前
通过寄信（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发邮件（地址：jichujiaoyu2035@
163.com），或在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留言等方
式提交意见建议。联系电话：65230370，
65232270。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
记者刘伟）为继续推进免费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海口市龙华区因地制宜针对辖区商业主
体多的特点创新举措，于3月25日起在全区
范围内逐步实施疫苗接种“红黄绿”三色公示
牌管理制度，让市民消费者及时了解各商铺
单位的疫苗接种情况，更加放心安心进入各
消费场所消费。

3月25日，不少市民在龙华区中山街道
得胜沙路商业街和龙华区金贸街道上邦百汇
城逛街发现，一些店铺门口陆续张贴了一张
盾牌形状的安心经营公示牌，上面及时显示
了所张贴的商铺员工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总体

情况。当天，海口市龙华区工作人员陆续上
门对各沿街商铺疫苗接种情况进行核对，全
员接种的商铺当场授予绿色盾牌形状的公示
牌，公示牌上显示“新冠疫苗接种示范店铺”。

据了解，龙华区实施的疫苗接种“红黄
绿”三色公示牌管理制度，在辖区各沿街店
铺、小区、写字楼、酒店、农贸市场、超市等场
所根据各单位各商铺员工的接种情况授予

“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公示牌，其中全员接种
的商铺和单位将授予并张贴绿牌，显示为疫
苗接种示范点和示范单位，“应接尽接”的人
员达100%的将授予黄牌，显示为接种达标店
铺，接种人数不达标的授予红牌，显示为接种

不达标店铺。龙华区还将定期根据各单位、
各商铺人员接种情况及时更换不同颜色的公
示牌，并将各场所的接种情况汇总并及时更
新各商铺单位的疫苗接种信息，让市民和消
费者更知情更放心。

通过疫苗接种“红黄绿”三色公示牌管理
制度，可以让市民及时了解各商铺单位的疫苗
接种情况，更加放心安心进入各场所消费，并
促进形成全民积极接种疫苗的良好社会氛围，
发动群众积极接种疫苗，共同筑牢防疫屏障。

在得胜沙路逛街的市民吴女士认为，这
样的举措非常便民、透明，让消费者外出消费
更放心。

海口龙华区实施疫苗接种“红黄绿”三色公示牌管理制度

信息更透明 消费更放心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
讯员肖亚梅 符丹丹 徐应诗）海南日报记者3
月25日从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到，为贯彻落
实国家有关部门健康码“一码通行”的要求，
海南健康码依托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已实现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是否去过中高风
险地区等信息智能整合，3项信息本人无须逐
一手动填报，一次亮码即可完成多重检验。

以往群众在进行核酸检测后需开核酸
检测纸质证明，疫苗接种后也需开具纸质
证明，凭借纸质证明方可进行跨区域流动，
各项数据没有进行有效整合，给群众往来
出行造成不便。

为了进一步完善海南健康码功能，方便
群众跨地域流动时核验健康码及相关疫苗
接种信息，省大数据管理局、省卫健委在落

实全国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和规则的基础
上，通过整合省数据共享平台疫苗接种数
据和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核酸检测数
据，实现健康码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是否
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等信息的智能整合，本
省居民使用“码上办事”平台健康码即可直
接查看本人“已接种新冠疫苗”信息、出发
地健康信息、核酸检测信息。

海南健康码依托平台整合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信息

一次亮码可完成多重检验

电动车“上楼”违规充电引发火灾

房东车主双双被行拘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

员王秀青 吴晓芬）日前，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
一栋建筑5楼楼道内，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时
着火，过火面积约8平方米。3月23日，琼山区
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
四条第二项规定，对房东与车主行政拘留10日，
处罚款500元。

据了解，火灾起火原因为车主即承租人将
电动自行车放置于5楼疏散走道内充电，充电
时因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最终蔓延
成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琼山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车
主擅自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并且在5楼楼道处
违规充电、停放电动自行车，以致引发火灾的行
为，违反了《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火
灾防控工作的通告》的相关要求。而房东没有落
实消防主体责任，管理不力，违反《海口市消防条
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及《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加强电
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工作的通告》的相关要求。

该负责人提醒：房主为消防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对居住出租房的消防安全负责；并应与承
租方以合约形式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不得将不
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用于出租。房东发现
火灾隐患或承租人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应
及时消除或制止。房东还应对出租房进行维修
管理，确保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发生火灾时，
及时报警并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扑救。

防火

看点

3月24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寒村的蓝莓基地，什寒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李庆（右一）
和技术人员一起查看蓝莓挂果情况。据悉，什寒村正在打造蓝莓基地，一期建设40亩，目前已成功挂果，预计
下月中旬可以采摘。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喜上 梢莓

聚焦疫情防控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