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8个事项分别是：

单位基本信息变更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申请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异地就医住院散单报销申请
在职死亡丧抚金和个人账户
一次性待遇申领

离退休人员死亡丧抚金和个
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证明材料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证明材料名称

单位、人员合并证明材料

单位注销执照、吊销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

单位被解散、关闭、终止、合并或改制等相

关证明材料

《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或《户籍证明》

需要暂停发放的证明材料
错扣错征错缴证明材料
错扣错征错缴或多缴误缴证明材料

退役证明材料

有治疗过程的疾病诊断证明书

疾病诊断证明

参保人员户籍关系转移证明

证明事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适用业务事项

参保单位注销

离退休人员信息维护

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企业社会保险退费申报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退费申请
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异地就医住院散单报销申请
离休、伤残人员住院散单报销申请
计划生育住院医疗费支付
生育住院医疗费支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申请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孙
慧）6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应
急管理厅获悉，我省将通过“数据+
日常监测”建库上图、专家团队系统
梳理指导、依法行政理清责任、出台
文件规范管理标准等方法和手段，
以底数清、措施硬、见成效为目标，
建立完善我省燃气安全管理的机
制、体制。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召开燃气

安全专题会，部署燃气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会上，海口市应急管理
局、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省管网有限
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
司、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等单位和企业，逐一汇报了
各自存在的安全隐患类型，重点隐
患所在位置、成因、需要协调解决
的问题，以及正在着手的工作和下

一步工作建议。
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人表示，我

省一些安全专项领域普遍存在底数
不清、风险不清、隐患不清、责任不
清的问题，如果整治工作仍按照过
去“短、平、快”的思路，依旧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据介绍，我省正在开展的安全
生产三年专项整治立足于“从根本
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目标，基本涵盖了防控重大风
险防范重大事故的重点行业领
域。在全面评估工作的基础上，我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正督促各部门、
各市县细化落实、稳步推进各项工
作。此轮燃气安全整治作为危化
品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之一，将结
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和新修订版《安
全生产法》的贯彻，形成抓安全生
产的新合力。

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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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 月 15 日讯 （记者
陈蔚林）6月 15日在海口召开的全
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2021年
第三次视频推进会要求，全省各小
学的毕业生须在8月底前全部学会
游泳，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
学生须在 11 月底前全部学会游
泳。目前游泳池还未覆盖到的 13
个乡镇，要在11月底前建成游泳池
并投入使用。

会议要求，各地各校要认真反思
今年以来发生的学生安全事故，把全
面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作为“一把
手”工程加以推进，建立台账、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挂牌督办，加强对游泳

教育培训过程的安全管理情况、游泳
培训合格考核情况、游泳教育专项经
费使用情况等方面的监管，及时加大
督办力度、开展明察暗访，以拉网式
督查确保中小学生游泳教育普及工
作顺利推进、不出任何问题。

会议强调，各地各校要把这场游
泳教育攻坚战作为教育系统作风建
设的重要内容，确保建成的游泳池全
部用起来、培训全面开展起来、问题
逐一梳理清楚、措施逐一明确下来，
以扎实的整改行动彰显教育系统加
快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的决心，向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计
思佳）夏季来临，溺水事故也进入高
发期，学生安全问题备受社会关注。
海南日报记者6月15日从省教育厅
获悉，该厅正依托“安全教育进万家”
活动积极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
动期间，该厅将发起“校园周边危险
水域随手拍”活动，针对危险区域对
学生进行安全再教育。

据悉，省教育厅将会同各市县
教育局面向全省中小学校学生、教
师、家长及社会各界，开展“校园周
边危险水域随手拍”小视频（相片）
征集活动，挖掘“隐藏”在校园周
边，容易被忽略且发生溺水事故可

能性较大的风险点，早发现、早预
防。活动同时开展线下和线上征
集活动，选出的危险区域及时推送
给市县政府、乡镇政府加强监管。
各中小学教师要结合选出的危险
水域，指导学生规避危险。同时，
要联系学生家长，请家长针对危险
区域对学生进行安全再教育，让学
生自觉远离校园周边的危险水
域。该厅还计划和政法委联合，依
托“雪亮工程”，在危险水域附近安
装高清摄像头，通过人防、技防手
段加强防溺水监管。

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把安全教育通过家校

联动，拓展、延伸到每一个家庭、家
长、学生，该厅组织我省各地各校共
同开展“安全教育进万家”专项行动，
通过“家校联动、带动家庭”的工作方
式，组织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
育宣传活动，提高广大中小学生及家
长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活动将一
直持续至年底。

根据此次专项行动内容要求，
我省各校要开展“安全教育每月一
讲”活动，采取校长或者邀请安全
行业专家授课等形式，指导学生系
统地接受防溺水等安全知识教育
和应急防护技能教育。开展安全
应急演练。各中小学校要加强与

当地公安、水务、红十字会等部门
的沟通协调，每学期邀请专业人员
到校指导，重点开展防溺水等安全
应急救助演练，培养师生在突发应
急情况下，能有序、迅速地安全避
险和科学救助，提高学生终身受益
的安全素养。

各市县还要开展安全知识进农
村（社区）活动。省教育厅将编制农
村学生和留守儿童安全事故（溺水、
交通安全等）警示教育片，邀请安全
专家解读如何做好学生非在校期间
的安全监管，属地政府和家长如何履
职尽责，通过全省扶贫电视夜校向全
省广大群众，特别向基层的乡镇、村

委会干部和家长们播放，以“线上+线
下”的方式开展安全教育进农村（社
区）活动，让安全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此外，省教育厅将继续按照《海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防
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责任的通知》要
求，压实责任，加强安全教育和风险水
域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中小学生
溺水风险。同时，加强与市县、乡镇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防溺
水合力；定期召开学校安全工作会议，
部署防溺水工作，及时发布预警；压实

“教育局、学校、班主任、家长”的防溺
水责任制；督促指导学校做好防溺水
教育、宣传、管理工作。

我省全面加快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小学毕业生须在8月底前全部学会游泳

省教育厅：将发起“校园周边危险水域随手拍”活动
找出更多学校周边易被忽略且发生溺水事故可能性较大的风险点

本报海口 6月 15 日讯 （记者
易宗平）6 月 15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社保服务中心召开的告知承
诺制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海南社保
在“减证便民”行动中，对8个证明
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涉及 14 种
证明材料，同时直接取消 12 个事
项的11种证明材料，让群众“少跑
腿”甚至“零跑腿”。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8个事项分
别是：单位基本信息变更；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申请；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工
伤保险待遇变更；异地就医住院散
单报销申请；在职死亡丧抚金和个
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离退休人
员死亡丧抚金和个人账户一次性待
遇申领。这些事项涉及的证明材料
共有14种。其中，在职参保人和离
退休人员死亡丧抚金及个人账户一
次性待遇申领事项涉及的死亡证
明，已于今年4月1日实施告知承诺

制，这次对承诺书文本进行了规范
性调整。

申请人在办理上述8个事项时，
如果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则按业务
办事指南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如
果选择承诺方式办理，省社保服务中
心将设定依据、证明内容、承诺效力、
不实承诺法律责任等内容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相
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
任，无需提交证明材料即可办理业
务。但申请人有较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的，不适用告知承
诺制。

这次“减证便民”行动取消12个
事项的证明材料，所涉事项为（见右
图）。

省社保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取消这些证明材料，除了便民利
民，还基于两方面原因：通过部门数据
共享可直接获取；通过其他材料可以
印证。

海南社保对8个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取消12项社保医保业务相关证明材料

海南端午小长假
旅游收入超14亿元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艺娜）2021年端午小长假期间，我省各地接待游
客129.70万人次，同比增长77.4%，较2019年增
长9.8%；实现旅游总收入14.08亿元，同比增长
134.9%，较2019年增长40.6%。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6月15日从省旅文厅获悉的。

端午小长假期间，我省旅游市场人气颇旺，各
市县纷纷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如，海口推出“‘粽’
情海口 别样精彩”端午精品旅游线路及6条红色
经典旅游线路；保亭推出研学游、康养游和休闲游
等旅游线路；儋州推出百年黄皮采摘游和寻味东
坡美食旅游线路。

今年端午小长假“撞上”“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我省各地各部门举办了系列“非遗”展示活
动。6月12日，省旅文厅在海口举办2021年海南

“非遗”购物节，通过搭建线上线下展销平台，掀起
抢购热潮；海口在骑楼老街举办了“非遗”表演活
动，海南公仔戏剧目《偷包袱》等节目深受市民游
客喜爱；保亭在槟榔谷景区举办“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非遗”传承人与黎族老匠人一起为游客带
来了精彩的展演。

品美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今年端午小
长假的一大特点。端午小长假前后，我省各地纷纷
推出粽子大餐，积极宣传展示端午文化。端午节前
夕，2021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在海口启
动，文化节以“美食+文旅+招商+宣传”的形式，展
示和推介定安的特色产业和旅游资源。6月11日
晚，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在海口开幕，现场设有
专场推介区，设置了卡通粽子形象等特装艺术造
型，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拍照。6月12日上午，万
宁启动和乐粽子龙舟渔家文化节，举办了龙舟渔家
文化高峰论坛、和乐粽子展销会等活动，吸引不少
外地游客参与，有效拉动了假日消费。

7月1日起三亚实行
不动产登记“零收费”

本报三亚6月15日电（记者李
艳玫）6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有关部门获悉，7月1日起，三亚在
全市范围内实行不动产登记费“零收
费”，不动产工作费用支出由该市财政
统筹保障。

报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和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
实行不动产登记费零收费的通知》（三
自然资〔2021〕95号），明确规定各相
关单位要严格执行通知规定，对公布
实行零收费的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
拖延或拒绝执行，不得以其他名目或
擅自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方式继续收
费，各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监
督检查，确保通知落实到位。

临高：

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厂
EPC+O项目建设

本报临城6月15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王逵）今年以来，临高加快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厂
EPC+O项目建设，该县将实现10个建制镇、加来
农场和金牌港园区污水处理厂全覆盖，有效治理
水污染。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15日从临高县
水务局获悉的。

6月15日，在临高调楼镇污水处理厂EPC+O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铺设污水收集管网、绑扎
钢筋等，现场繁忙而有序。“项目污水收集管网和
污水处理厂区同步建设，目前完成了总工程量的
39%，预计今年年底完工投用。”项目施工现场负
责人任占文说。

据了解，临高建制镇污水处理厂EPC+O项
目，总投资约10.4亿元，共14个子项目，其中已完
工1个项目，在建8个项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中，临高
开工了调楼镇、波莲镇、皇桐镇等3个镇的污水处
理厂EPC+O项目。目前，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
均在今年年底完工投用。

据悉，EPC+O模式融设计、采购、施工、运营于
一体，减少了项目各阶段的中间环节，能加强项目建
成后的专业管理，提高项目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今年计划开工剩下的子项目，预计2022年
底完工。”临高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
成后，将使污水得以有效收集处理，改善临高人居
环境，同时为临高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促进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省部署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建立完善燃气安全管理体制机制

三亚：

污水处理设施
已覆盖192个自然村

本报三亚6月15日电（记者黄媛艳）三亚着
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和海洋保卫战，已排查入河排
口1943处和21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全市367个
自然村已建成投运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108
套，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3110套，有力推动水生
态环境保护。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15日从三
亚市委常委会上获悉的。

目前，三亚积极开展排污口排查工作，根据已
排查出的1943处入河排口，初步形成任务分工整
治清单。针对农村生活污水，三亚开展整治行动，
截至今年5月底，污水处理设施已覆盖192个自
然村，按照先易后难、靠近场部的原则，将对5个
农垦居开展生活污水整治工作。

为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三亚严格执法对
违法行为形成震慑，查处11宗项目工地、房地产
公司和洗涤厂企业非法排放污水案件，罚款94.5
万元；对全市32家排污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对废
水、废气排污行为立案3宗，罚款69.2万元。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继续做好水
污染防治工作，研究制定水环境监管工作职责分
工方案，督促各部门按照入河排口任务分工落实
相关工作；做好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监管巡查工作，
对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开展执
法检查；持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覆盖率，
以海棠区龙楼村、北山村和湾坡村为试点，先行探
索开展美丽乡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要通过“数据+日常监测”建库上图、专家团队系统梳理指导、依法行政理清责任、出台文件规范管理标准等方法和手段

以底数清、措施硬、见成效为目标

取消参保单位注销等12项社保医保业务涉及的11类证明材料
具体内容见下表：

2021年端午小长假期间

我省各地接待游客 129.70万人次
同比增长77.4%
较2019年增长9.8%

实现旅游总收入 14.08亿元
同比增长 134.9%
较2019年增长40.6%

文昌：

推进小额贷款
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宋
紫欣）脱贫人口小额贷款工作是文昌
市2021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今年
以来，文昌市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撬
动作用，运用激励引导、政银农对接等
手段，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贷款
210.4万元，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农民
增收。

家住文昌市文城镇道巷二村的朱
兴明是一名脱贫户，也是脱贫人口小
额贷款的受益人之一。去年，朱兴明
想在自家槟榔园内建设灌溉基础设
施，扩大槟榔种植规模，却苦于没有资
金。随后，他向银行申请到2万元小
额贷款，便利用这笔资金完善了槟榔
园里的灌溉基础设施。

今年以来，文昌市本着为民服务
的态度，按照“能贷尽贷”的原则，有序
推进脱贫人口小额贷款工作，加强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防控，确保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资金安全。

文昌市金融办负责人周坚介绍，
截至目前，文昌累计为1867户脱贫户
发放脱贫人口小额贷款6538.41万元，
惠及2088人次，累计发放贴息金额达
348.58万元。其中，今年为66户脱贫
户发放脱贫人口小额贷款210.4万元。

小学毕业生须在8月底前全部学会游泳
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须在11月底前全部学会游泳

游泳池未覆盖到的 13个乡镇
要在11月底前建成游泳池

并投入使用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太平学校，学生在上游泳课。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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