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关注

民生新闻 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孙发强 检校：卫小林 陈伊蕾A04

■■■■■ ■■■■■ ■■■■■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7月14日中午1点多钟，烈日当
空，在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公交
站候车亭，打算乘坐51路公交车的市
民吴庆龙等了10多分钟，车还没到，
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衣衫也
已被汗水浸透。

“我不知道当初是谁设计的这种
公交亭，遮阳效果不好，晒得让人直
冒汗。”吴庆龙抬头看了一眼公交站
候车亭的玻璃顶，向海南日报记者抱
怨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候车亭孤
立在路边，四周并无高大的建筑物和
树木遮荫，棚顶则为玻璃材质，看上去
已经有些年头了，即使当初有防晒膜
现在也已看不到痕迹。

候车亭内的群众几乎暴露在烈日
下，他们有的全无防晒装备，有的自带
了遮阳伞，还有的藏身于广告牌后面
以躲避阳光直射，并不时探出头来，查
看等待的公交车是否从远处驶来。

采访中，让大家最想不通的是：公
交车是市民出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
具，海口又常年高温，有关部门在设计
公交站候车亭时，难道不该将防晒作

为最基本的考量要素？
市民王云说，近年来她注意到政府

在积极鼓励公交出行，海口还专门划了
公交车专用车道，但如果在候车亭玻璃
顶这样的细节上忽略群众感受，只会打
击大家乘坐公交车的积极性，“谁愿意
大热天一直在太阳底下等公交呢？”

海口市交通港航信息中心站亭科
负责人王玲向记者证实，目前海口像
这样玻璃顶的公交站候车亭还有200
多座，建设年代较为久远，“应该是
2008年投入使用，我们单位2013年
才成立，将这批公交亭接管过来交由
海口市公交集团管理。”

王玲说，当初海口借鉴了一些滨
海城市的经验，建设了这种半透明玻
璃顶材质的公交亭，更多地考虑美观，
而忽视了实用性。他们接手后也发现
了这个问题，此后新建或改造的公交
候车亭，棚顶均换成不锈钢、阳光板等
不透明材质。

海口市公交集团佳誉传媒分公司
分管公交站亭维护的负责人王涛告诉
记者，从2014年后，海口已不再建这
种玻璃顶的公交候车亭了，对于现有
的200多座，他们计划采取贴厚防晒
膜，增强遮阳效果的方式整改，“但如
果要全部重新改造，成本较高，需要市
里统一规划。”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

海口200多座老旧公交站候车亭为玻璃顶，遮阳效果有限——

烈日当头照 群众候车“烤”

省考试局邀请考生家长代表
观摩高招录取工作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为深入实施阳
光招生工程，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
范围和内容，省考试局决定于7月20
日下午邀请部分考生家长代表到我省
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观摩、
监督。

7月20日14时至15时，有意愿
参加观摩的考生家长可凭本人身份
证和考生准考证到场外信访组（海口
市腾鹏大酒店三楼 318 房）报名登
记，省考试局工作人员将现场抽取
15名考生家长代表到录取现场观摩
网上录取工作。

联系电话：31297390、31297369、
13098999762。

本报文城7月19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7月19日上
午，文昌市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合作办学签约暨清华附中文昌
学校揭牌仪式举行，清华附中文昌学
校正式揭牌。该校自2017年创办以
来，建设进展顺利。小学部、初中部

于2018年秋季招生开学，高中部将
于今年秋季首次招生开学。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是一所按照
“学校公办、委托管理、机制创新”原
则合作创办的十二年一贯制公立学
校。文昌市政府委托清华附中按照
其管理和育人的模式，全权负责文昌

学校的管理。文昌学校秉承清华附
中办学理念，注重对先进教育模式和
训练方法的吸取，积极探索与当地资
源有机结合的特色教育之路。

“截至目前，文昌学校是清华附中
在北京市以外开展的第五个合作办学
项目，也是海南唯一一个。”清华附中

文昌学校执行校长徐慧琳介绍，之所
以落地海南文昌，清华附中一方面出
于支持海南自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
建设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被海南省
教育厅及文昌市委、市政府发展教育
的热情和诚心所打动，所以扎根这里，
希望融入并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揭牌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7月19日，2021年海南省中等
学校招生提前批、提前批定向公培生
投档分数线出炉。

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
学校实验班分数线为 807分，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实验
班分数线为 798分，南开大学附中

儋州市第一中学实验班分数线为
798 分，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
学实验班分数线为 785分，中央民
大附中陵水分校实验班分数线为

773分。
其他学校以及琼台师范学院公

办乡镇幼儿园定向公培生投档分数
线可登录省考试局查看。

海南中招提前批部分学校投档分数线划定

海口龙华区政务大厅
将搬迁至复兴城
7月26日正式启用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7月19日，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发布通告，为加强政府服务场所规范化建设，更
好服务群众和企业办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昆
北路19号龙华区政府内的龙华区政府服务中心
将整体搬迁至龙华区滨海大道复兴城B座，7月
22日至25日进行搬迁，期间暂停办理业务。7
月26日起，龙华区政府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提供
服务。

搬迁后的龙华区政府服务中心位于龙华区滨
海大道复兴城B座一至四层（海口世纪大桥南侧
引桥下复兴城车辆出入口处约30米）。一层为智
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超
市”及全流程智能化制证中心，可自主办理1284
项业务，其中省内事项1130项，跨省通办731项；
二层为婚姻登记中心，设立婚姻登记服务区、婚检
服务区、结婚见证室及配套功能服务区；三层为政
务综合服务大厅，设立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外国人
居留和工作许可、人才认定、人才住房补贴等相关
服务）、企业服务及市级代办业务服务区（市场监
管整体进驻，税务、水电气、不动产和住建、社保部
分业务）、区级业务综合服务窗口；四层为城市运
行管理联动中心。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8：30-
12：00，14：00-17：3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儋州发放首批农村宅基地
房地一体化不动产权证书

盘活农村资产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牛伟）近日，儋州市发放首批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
化不动产权证书。7月15日，儋州市有关部门在
白马井镇竹古村举行儋州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
化登记首次发证仪式，当天共向竹古村麦兰地村
民小组发放19本首批不动产权证书。

据悉，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发证将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好基础，使农民享有的不动
产权益受到法律的保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利。确认农民与宅基地房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
系，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盘活农村资
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儋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首批不动产权
证书的颁发，对全市各镇起到示范和促进作用，将
加大力度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发证率，做到应发
尽发。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一站式服务中心”揭牌

简化办事流程
提升就医体验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刘冀冀 实习生
王丽芬）7月19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一
站式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一站式服务中心”投入
使用后，患者及家属无需在不同窗口及部门排队
登记、审核盖章及咨询，将有效缩减办理相关手续
的时间，提升就医体验。

“一进门就看到‘一站式服务中心’，基本涵盖
了我们要办理的手续项目，不用再坐电梯上上下
下，刚才办出院10分钟左右就搞定了，很方便！”
当天上午，为孩子办理出院手续的海口市民林女
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据悉，“一站式服务中心”的设立是海南省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的重要举措之一。“一站式服务中心”实行柜台式服
务，公示服务项目，简化患者及家属办事流程，并整
合窗口服务功能，将就诊卡办理、问询、导诊、预约
挂号、收费、退费、医学证明审核盖章、医保咨询、
医保审核报销、出入院办理等多项业务服务，集中
统一在“一站式服务中心”办理。 对高危、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的患者，“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还会陪护就诊，为患者提供便利，保障患者安全。

在海口国兴大道省图书馆公交站玻璃顶候车亭，市民在烈日下等待公交车。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7月19日从海口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海口市制定《2021年常
年蔬菜基地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通过新建蔬菜大棚、维修
更换大棚塑料薄膜、开展常年蔬菜基
地年度绩效奖励等八大措施，提高生
产主体种植蔬菜的积极性，提升常年
蔬菜基地建设水平，保障市场供给，进
一步做实该市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

根据《实施方案》，今年海口将新
建经济实用型大棚（包括网棚、简易

棚、农光互补光伏蔬菜大棚等）5000
亩，使该市蔬菜大棚面积达到1万亩
以上；推进2万亩高质高效“菜篮子”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提升常年蔬菜
基地土壤地力；完善现有基础设施较
为落后的常年蔬菜基地水（排灌）、电、
路等基础设施；多措并举实现常年蔬
菜基地面积稳定在5万亩以上，种植
率达到70%以上，全年蔬菜自给率达
到70%以上，夏秋季叶菜自给率达到
55%以上，化肥和化学农药减施3%以
上，确保蔬菜品质和质量安全。

对于新建蔬菜大棚，海口原则上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农业企业、农民
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新建的大棚应
连片20亩（含）以上，种植大户新建的
大棚应连片5亩（含）以上；以上生产
主体在建设大棚前应向所在区农业农
村局申报，按照不低于海口市农业农
村局提供的棚型规格标准完成建设，
经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达标，按网
棚每亩1.2万元、简易大棚每亩3万元
予以奖励；考虑到大棚建设农业企业、
农民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自筹资金

能力较差，可分批建设、分批验收、分
批发放奖励资金。各区可根据财力适
当提高奖励标准。

同时，今年海口还计划维修更换
5400亩大棚塑料薄膜。原则上采取

“以奖代补”方式，经区农业农村局组
织评估达标后，每亩奖励1500元。

在绿色生产和土壤地力提升示范
方面，海口将选择夏秋季种植率高的
常年蔬菜基地，打造1.5万亩土壤地力
提升示范区，通过增施有机肥、土壤调
理剂等进行土壤改良、地力提升示范。

海口还计划完善1.12万亩常年
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包括较为落后的
水（排灌）、电、路等基础设施等。进行
叶菜优质新品种示范与推广。征集夏
秋季耐湿热、优质叶菜品种50个，试
验、展示面积20亩；示范、推广叶菜新
优品种10个以上，面积1000亩；召开
现场观摩会1至2次。

此外，海口还将对常年蔬菜基地进
行年度绩效奖励。绩效考核等次为合
格的每亩奖励600元，良好的每亩奖励
900元，优秀的每亩奖励1200元。

海口制定常年蔬菜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今年将新建5000亩经济实用型大棚
常年蔬菜基地面积

稳定在5万亩以上
实现

种植率

达到70%以上

全年蔬菜自给率

达到70%以上

夏秋季叶菜自给率

达到55%以上

化肥和化学农药减施

3%以上
制图/孙发强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民声东路智慧办税服务厅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全省智能化程度最高、功能设置最齐全的办税服务厅，

该厅率先配备了VRM智能办税终端、“双屏”辅导终端设备、综合导税屏等多种先进办税设备，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信息技术，涵盖整

合包括进出口退税业务在内的全部230余项涉税服务，标志着海南办税服务向智能化、数字化、一体化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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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导税”清晰指引导税

一走进智慧办税服务厅，蓝白基调
的办税服务厅整洁明亮，主要分为办税
服务区、咨询辅导区、自助办税区等三
大功能区，并设置了税务“1+1”咨询工
作室、“12366”小呼中心。门口放置的
3台综合导税屏集成了语音识别系统，
纳税人只需说出需要办理的业务，综合
导税屏便可通过语音交互的方式为纳

税人提供全部涉税事项的办税指引，包
括所需材料、业务办理规范、各环节办
理时限、最佳办税渠道推荐等，还可详
细讲解涉及的政策内容，提供“无人化”

“一站式”的导税咨询体验。

“智能终端”全新办税体验

业务办理的核心区域位于大厅的
自助办税区，除了配备10台发票领用、
发票代开、综合办税自助机等设备外，

还配备了全省首批VRM智能办税终
端。占地不到1平方米的VRM智能
办税终端集成了各种业务硬件模块，是
一个全功能的智能办税微厅，具有远
程办理实名认证采集、视频在线辅导、
远程办税协助、涉税文书打印等全方
位自助功能，以及纸质涉税资料提交
功能，实现了业务受理、审批流转及业
务咨询辅导的无缝对接。“就跟在前台
办理业务似的，非常方便，期待公司附
近能有这样的一台设备。”视格商务

（海南经济特区）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田
桂敏说。

据了解，海口市税务局将逐步探
索离厅模式，即脱离传统办税服务
厅，将VRM放置在商圈、街道等人流
集中的地方，实现在家附近便可轻松
办税。

“双屏联动”高速线上辅导

“以前总担心操作错误或忘记下一

步要怎么处理，电话里又描述不清操作
页面，现在有了‘双屏辅导’就简单多
了，只要跟着指引来操作就搞定了。”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人员张蕾介绍。

张蕾说的“双屏辅导”终端设备，
是借助主、副屏双屏联通和前后台智
能联通的方式，纳税人在主屏操作时，
副屏将联动显示当前主屏办理业务的
操作指引。纳税人遇到问题时，轻点

“点我咨询”按钮，便可向税务座席专

家发起远程视频通话，座席专家还可
直接控制主屏进行操作演示，做到“边
办理边辅导”。

海口市税务局副局长李占侠表
示，下一步将增设和升级智慧办税
服务厅，优化功能设置，提供更便
捷、更智能、更优质的办税服务新体
验，进一步增强纳税人满意度和获
得感，为市场主体打造一流税收营
商环境。

（撰文/王啸林 许秀楠）

“新”大厅“智”服务

全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办税服务厅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