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新闻 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罗安明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A04

■■■■■ ■■■■■ ■■■■■

海口新增25辆
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

让群众“近”享
疫苗接种便利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记者
张期望）5月26日，海口第二批25
辆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投入使用。
至此，海口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已
达50辆。为方便群众就近接种新
冠疫苗，这些移动接种车将开进高
校、工厂、社区、农村。截至5月26
日16时，海口全市累计接种新冠疫
苗318.5万剂次，其中接种第一剂
180.09万剂次，接种第二剂138.41
万剂次。

据了解，海口首批新冠疫苗接
种重点人群90212人，两剂次接种
完成率已达95.49%。第二阶段接
种目标人数50万，两剂次接种完成
率已达98.05%。第三阶段接种目
标人数80万，两剂次接种完成率
113.01%。

5 月，海口已启动第四阶段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第四阶段，
海口新冠疫苗接种目标人数为
60万。

目前，除50辆移动接种车外，
海口还设置了178个固定接种点、7
个临时接种点、8个流动组（负责工
地、商场、大学等集体单位26个点
位的接种工作）。此外，省人民医
院、省中医院、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海医第一附属医院、海医第二附
属医院、省第五人民医院，以及海南
中德骨科医院、海南方卓体检中心
等医疗机构积极响应，派遣了大量
医护人员助力海口做好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康龙）为了进一步推
动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
体质“五项管理”相关政策规定落地
落实，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告，面向
社会公布“五项管理”落实情况举报
内容及方式。

公告明确了“五项管理”的具体
内容。其中，关于手机管理的主要
内容包括：对学生带手机入校园进
行严格管控、建立学生手机校园内
统一保管制度、对用手机布置或完
成作业行为进行管控、对学生使用
手机进行教育引导；关于睡眠管理

的主要内容包括：落实中小学上课
时间规定、建立学生按时就寝制
度、管控校外培训时间及培训内
容、加强网课平台和网络游戏管
控、开展学生睡眠监测；关于读物
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课外读物
进校园进行管理监督、校园推荐图

书质量把关、对在校园内销售课外
读物行为进行管控、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关于
作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控书
面作业量、教师指导学生作业、批
改学生作业；关于体质管理的主要
内容包括：开设体育与健康课程、

落实大课间体育活动及每天锻炼1
小时制度、学生近视眼防控、落实
体质健康测试制度。

民众如发现违反以上管理要求
的行为，可通过关注“中国教育督
导”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举报平
台”进行实名举报。

省教育厅公布“五项管理”落实情况举报内容及方式

如发现违反管理要求行为家长可举报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口市
教育局和海口市人社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
组织该市在校学生积极申领海南省第三代社会保
障卡，力争在今年9月份之前，实现海口市在校学
生社保卡全覆盖的目标。

据了解，海南省社保卡一卡通在政府公共服
务和政务管理等领域实现了多卡合一、一卡通
用。海南省社保卡具有身份证件、公共管理、自助
信息查询和业务办理、缴费、待遇发放等5项基本
功能，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城市交
通和公共服务、旅游、工会会员服务、志愿服务、本
地居民优惠、金融、其他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务管理
等9项应用功能。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足不出户办理社保卡。未
满16周岁的学生，可由家长通过“海南农信手机
银行”APP免费线上代办申领；年满16周岁的学
生可自行通过“海口人社”APP免费线上申领。
此外，还可通过所在社区网格员预约免费办理社
保卡。目前，海口已有81个覆盖城乡的社保卡服
务网点，学生和家长也可就近到网点办理。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社保卡免费申领，发放首
张社保卡免费，免收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
费、行内交易费和网银交易费（5万元以下的交
易）等多项费用。

市民如需咨询更多社保卡相关问题，可拨打
以下电话：0898-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热线），0898-68571305（海口市社会保障卡一
卡通中心），0898-96588（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
小时服务热线）。

本报海口 5月 26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为优化
60岁以上老人的新冠疫苗接种服
务，海口市秀英区在对辖区接种
机构的医务力量、硬件设备、应急
能力进行评估的基础上，从 5 月
24日起，增设16个 60岁以上人群

定点接种机构，方便老人接种新
冠疫苗。

此次增设的定点接种机构包
含博朗仕秀英综合门诊部、秀英
社区卫生服务站、秀新社区卫生
服务站、秀中社区卫生服务站、高
新社区卫生服务站、秀华社区卫

生服务站、金鼎社区卫生服务站、
爱华社区卫生服务站、长秀社区
卫生服务站、东方洋社区卫生服
务站、天海社区卫生服务站、海榆
社区卫生服务站、海榆西社区卫
生服务站、长滨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流墟

社区卫生服务站。
这些定点接种机构面向60岁以

上老人的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8：
30-12：00、下午2：30-8：30。（周三
上午为儿童接种其他种类疫苗时间，
下午2：30开始为60岁以上老人提
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海口秀英区大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增设16个60岁以上人群定点接种机构

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海口中小学生
可申办社保卡

■ 家长通过“海南农信手机银行”APP线上
代办申领

■ 年满16周岁的学生自行通过“海口人社”
APP线上申领

■ 通过社区网格员预约办卡
■ 就近到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 实习生焦晴）5月2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我省正在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
专项整治，目前共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
和中介机构537家，责令整改108个项
目，处罚企业27家，排查出涉嫌规避限
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者94人。

此外，各市县住建部门通过开展

房地产租赁市场专项治理，共约谈租
赁企业和中介机构744家，停业整顿
83家，取消备案44家。经过专项整
治，全省房地产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租赁市场保持平稳。

省住建厅副厅长倪吉信介绍，近期
不少群众反映，我省一些商业营业用
房、办公楼项目在网上以“不限购”“不
限贷”等文字误导购房人，甚至发布虚

假广告；一些楼盘以学区房的名义违规
宣传和炒高房价；一些网络媒体恶意炒
作甚至曲解有关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根据省政
府工作部署，省住建厅将会同省委网信
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成
立工作专班，对网络虚假宣传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集中治理，严厉打击上述违法
违规行为，并加强常态化监管。

我省将通过集中治理，进一步规范
房地产领域广告宣传。经查实的违规
行为，严肃处理，进行通报，并利用多种
媒介加大曝光力度，形成治理的高压态
势。同时，省住建厅将建立与媒体的主
动沟通机制，加强正面宣传和政策解
读，传递正面声音，稳定市场预期。

倪吉信强调，省委、省政府调控房
地产的决心不会改变，各项调控政策

不会放松、调控力度不会减弱，对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
度。我省住建部门将继续督促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严格执行各项调
控政策，依法依规经营。同时，省住建
厅呼吁，希望不具备购房资格的购房
者，不要听信虚假宣传，心存侥幸、试
图规避限购政策骗购住房，以免个人
财产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我省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

108个项目被责令整改 27家企业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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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的指
导下，今年以来，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以
下简称海南交行）积极践行“风险中性”宣
传职责，向海南自贸港企业推荐汇率衍生
工具，帮助本地企业有效管理汇率风险。
截至今年4月末，该行主要汇率管理工具
——远期结售汇的签约客户翻了一番，签
约金额较2020年全年增长了近20倍，

“风险中性”对客宣导取得成效。
为了帮助企业管理汇率风险，海南

交行积极落实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关于引
导企业坚持“风险中性”原则的有关精
神，引导客户通过远期结售汇业务减少
外汇风险敞口。

海南交行国际部相关人员介绍，“风
险中性”是指企业把汇率波动纳入日常

的财务决策，聚焦主业，尽可能降低汇率
波动对主营业务以及企业财务的负面影
响，包括对进出口净敞口头寸的影响以
及对资产负债净敞口头寸的影响等，以
实现预算达成、提升经营的可预测性以
及管理投资风险等主营业务目标。

例如，该行一出口中小企业客户在
4月份预计将于5月6日收汇一笔10万

美元并结汇。如果该企业不进行汇率
管理，将会使该笔收汇的成本处于不确
定状态，有可能导致本来盈利的业务最
终变为亏损。海南交行及时向该客户
宣导“风险中性”管理理念，并推荐最为
简单有效的远期结售汇汇率管理工
具。该客户最终于4月6日通过在海南
交行办理远期结汇，锁定了未来1个月

的美元结汇价格为6.58。如此，企业确
定了该笔收汇的结汇成本，进而专心经
营出口贸易的主业，不再担心汇率波动
带来的影响。虽然5月6日美元兑人民
币汇率即期汇率降为6.48，但因为该企
业已经进行汇率锁定，因此该笔10万
美元结汇价格仍为6.58。企业通过银
行产品有效地规避了汇率下跌，实现了

“风险中性”管理。
海南交行国际部相关人员表示，“风

险中性”管理是外向型企业应对汇率风险
的十分有效的策略，也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只要持续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必将有
助于帮助企业聚焦主业，防范汇率风险。
交行将继续履行宣导职责，帮助企业加强

“风险中性”管理，实现银企共发展。

海南交行助力本地企业有效管理汇率风险

近日，海口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给准备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做检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25日12时-5月2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5

3

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4

8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4种申办方式

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自贸港 | 海南4项重点人才政
策有何亮点？官方解读来了。

详情请扫描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
电话：0898—12366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网 址 ：http://hainan.chinatax.gov.cn/

琼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学史力行，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谋福祉。为高质量建好服务机构，高标准做好服务保障，

琼海市全域创建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全力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担当作为、开

拓创新，奋力谱写琼海市退役军人事业新篇章。

学史力行，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谋福祉--琼海市全域创
建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体系。（详情请扫码查看）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355号 电话:0898-62835367

白沙设16处流动车管所
方便群众就近办理交管业务

本报牙叉5月26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把摩托车年检业务
办好，白沙交警这项便民服务举措很贴心！”近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农场辖区龙江派出所大院
里，前来办理摩托车年检业务的农场职工符先生
笑着说。最近，龙江派出所大院开设了一处流动
车管所，方便当地居民就近办理交管业务。

据了解，流动车管所由白沙车管所牵头设立，
白沙各乡镇派出所、报废车辆回收企业、驾校、机
动车检测站等单位派出工作人员负责运营。白沙
共设置16处流动车管所，覆盖该县各乡镇（农场）
人员密集点，集中为群众办理摩托车报废、摩托车
驾驶证考试、摩托车检验和摩托车注册登记等业
务，打通交警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白沙车管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服务标
准不降低、程序尽可能简化”的原则，持续深入开
展流动车管所送服务下乡活动，切实解决人民群
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往返路途较远等实际问题。此
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14日。同时，白沙车管所将
以开展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宣传力度，大力推广应用交管“12123”平台，
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