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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张
期望）“从海口秀英区政府到省人民
医院秀英门诊部，短短500米路程，
我开车花了近1小时。”近日，市民梁
先生反映称，省人民医院秀英门诊部
院前的秀华路长期拥堵，过往车辆通
行十分不便。

7月21日上午8时，手机导航软
件显示，东连丘海大道、西接秀英大
道，总长度1.3公里的秀华路通行状
况为红色拥堵状态。上午 9 时 30
分，海南日报记者试图从秀英大道
右拐进入秀华路，此时前方车辆已
经拥堵至路口无法前行。随后，记
者沿秀华路步行约500米至省人民
医院北3号门，发现这一段路只有南
侧路面拥堵，北则还可缓缓通行。
再往前行则是北侧拥堵，南侧可缓
缓通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秀华
路和丘海大道交叉口，时间持续到
上午11时30分。

当天，记者通过走访秀华路周边
群众得知，工作日的每天上午8时至
11时，下午4时至6时这两个时段，
该路段总会出现长时间拥堵，每日拥
堵总时长达五六小时之久。海口交
警支队视频监测数据也显示，周边群

众反映情况属实。
为何会如此拥堵？记者在现场

看到，秀华路南北两侧道路拥堵“接
口”刚好处于省人民医院北2号门和
北3号门之间。车辆从秀英大道右
转至秀华路至医院北3号门时，由于
医院内部停车场车位已满，无法快速
进入医院，不得不在北3号门等待。
且南侧道路上大部分为需要进入医
院车辆，夹杂在其中的公交车辆也同
样无法通行。丘海大道右转驶入秀
华路的车辆中，绝大部分也是要进入
医院的车辆，均在医院北2号门前掉
头。南侧拥堵之后，北侧路面也因此
变得拥堵。

车辆为何无法快速驶入医院？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前来看病的患
者及其家属车辆，均只能从医院北
3号门进入该医院公共停车场。尽
管该停车场分地上地下两层，但总
车位仅1100个。由于车位太少，车
辆在北3号门到院内停车场约200
米长的院内道路上排起了长队，前
行速度非常缓慢。院内道路行进
速度放缓，也就导致院外秀华路上
车辆拥堵。

目前，省人民医院秀英门诊部住
院部共计有3000张床位，门诊部日
均接诊量为6000余人次。“患者加上
家属，每天进出秀英门诊部人员有一

两万人次之多。”省人民医院后勤处
处长符德介绍，也正是如此，每日进
出秀英门诊部车辆多达6000辆次，
现有的1100个公共停车位根本无法
满足车辆停泊需求。工作日上午8
时30分之后，该停车场经常是一位
难求。

符德称，想要解决秀英门诊部目
前停车难的现状，至少需要增加
1100个车位。为了缓解秀英门诊部
停车难题，该院已在北3号门及院内
公共停车场张贴指引牌，引导车辆停
靠至医院一墙之隔的福记南洋市场
内，里面有550个可供停泊的商业停
车位。

海口交警支队交评工作大队民
警吴存明称，海口交警支队通过实
地调查发现，秀华路之所以会拥堵，
有四方面原因：一是进出车辆多；二
是通行的道路只是一条双向4车道
的道路；三是秀英门诊部内停车位
太少；四是这条路上斑马线太多，1.3
公里道路上有5条斑马线。

为此，海口市政部门目前已经开
始实施秀华路拓宽工程，对秀华路南
侧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进行改造，将秀
华路南侧车道拓宽为3车道，并在北
2号门前架设一座人行天桥，最大程
度减少这条道路上斑马线条数，这两
项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

省医院秀英门诊部日均进出车6000辆次，均集中在秀华路，车主饱受堵车困扰：

“500米路开了快一个小时”

问：海口市龙华区坡博村拆迁3
年多了，有安置房，可是还没交房，可
以在海口城区学校上初一吗？

答：如选择住房安置的，可持住
房安置协议按安置地申请入学。

问：在海口有房，孩子随母亲海
口户口，父亲户口在澄迈，孩子入学
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答：按海口户籍的条件进行申报。

问：孩子将要申请小学一年级学
位，房屋的共有房产产权人同意使用
房子申请学位，请问证明该怎么出？

答：由房产产权共有人出具同意
使用该房产申请入学的书面材料。

问：申请学位需要先注册账号吗？
答：不需要先注册账号。直接登

录到平台，按照流程填报即可。
问：父母在三亚工作，海口户籍，

双休日回海口。孩子能在海口上公
办学校吗？

答：有海口户籍的适龄儿童均可
在海口申请入学。

问：海口户籍，孩子在省外读小
学，毕业后想回来读初中，也是16日
直接网上报名吗？

答：是的。登录申请平台，从初
中一年级学位申请入口进入申请流
程，按要求填报即可。

问：非海口户籍，父母居住证满2
年，其他材料都有；孩子的居住证没
满 2 年。孩子能在海口上公办初中
吗？

答：按照招生细则要求，需要父
母及孩子三方的居住证满2年。

问：父母双方都没有交社保，孩
子能在该划片区入学吗？

答：海口城区户籍不需缴纳社保
即可申请划片入学。非海口户籍和
海口乡镇户籍在海口城区申请入学
需提供父母一方本市社保（省社保需

工作地在海口）满一年。

问：小孩和父亲同一个户口本，
母亲单独一个户口本，请问孩子上学
需要提交母亲的户口本吗？

答：需提供，可通过报名平台拍
照上传。

问：父母有居住证了，孩子也要
办理吗？

答：需要提供父母及孩子三方的
居住证。

问：孩子暑假可能要回老家。请
问学校审核期间需要上门核实吗？

答：是否需要实地入户核查，由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进行。

问：临高户口，租赁证满2年，但
是居住证不满2年，孩子能在海口上
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吗？

答：非海口户籍需父母及孩子提
供满2年的居住证明。

安置房没交房怎么申请学位？房屋的共有房产产权人怎样出证明？

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热点答疑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7月16日起，海口市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

正在持续接受网上报名。安置房没交房怎么申请学位？房屋的共有房产产权人怎样
出证明？7月21日，就家长提出的疑问，海口市教育局进行了答疑。

本报那大7月21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
近日，儋州市有关部门为入驻滨海新
区旅游产业园的企业上门服务，集中
办理人才住房补贴和引进人才落户
等服务事项，让用人单位和人才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优质的
服务。

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离那大镇
主城区五六十公里远，办理人才住房
补贴和引进人才落户等服务事项的

窗口单位均在那大镇，但滨海新区旅
游产业园内企业多，企业引进的人才
数量也较多，用人单位和人才办理人
才住房补贴和引进人才落户等事项
多有不便。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入
园企业得知儋州市有关部门可以上
门服务后，“点单”办理人才住房补贴
和引进人才落户服务事项。

儋州市有关部门办事人员赶到
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按照审核程序，
对4家用人单位324名人才的申报材

料和核验材料现场审核，对错误填报
信息进行修正和反馈，当天反馈，修
正后当天办结，确保企业申报不出错
不补正，一次性就能通过线上审批，
极大地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同时，现
场为12名新入职的应届毕业生办理
引进人才落户事项，儋州市有关部门
人员“一对一”地指导人才填写落户
审批表，并将人才落户材料送回公安
户政窗口办理，让人才不需“跑腿”就
能拿到《准迁证》。

儋州为4家用人单位300余名人才集中办理补贴和落户服务

政务服务“送上门”人才办事“不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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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
邵长春）7月21日中午，海南日报
记者经过海口市省图书馆公交站
时看到，该处候车亭玻璃顶上已
覆盖了一层防晒膜，市民群众终
于不用头顶烈日候车了。

7月20日，海南日报A4版刊
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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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稿，引发社会关注。

很多网友在海南日报微信公
众号转载的文章下留言，纷纷吐槽
这样的公交站设计不合理，并分享
自己在海口候车被“烤”的经历。

网友“j.z.小门徒”说：“（玻璃
顶候车亭）既不遮阳又不挡雨又
不好看，鸡肋得很。”网友“关于”
留言：“说得对，很多年了，之前上
班都是坐公交，夏天的公交站晒
死人了。”网友“艺桥”则举一反
三，说：“海口很多天桥也是玻璃
顶，关注下，还是骑楼的设计者体
恤大众啊，为先人的智慧善良赞
一个。”

报道也引起了海口市相关管
理部门和公交站日常维护单位的

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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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王涛说，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
后，该公司就按照海口市相关部
门要求，先对报道中提及的国兴
大道图书馆附近几个玻璃顶公交
站候车亭进行了贴防晒膜处理，
对海口市其他玻璃顶公交站候车
亭的排查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将
分批次进行。

海口市交通港航信息中心站
亭科负责人王玲告诉记者，目前
海口市玻璃顶公交站候车亭存量
还较多，该中心已要求市公交集
团尽快排查，优先对主干道、人流
量大和周边没有遮挡防晒物的玻
璃顶公交站候车亭进行贴防晒膜
处理。

“未来几年，这些玻璃顶公交
站候车亭也将陆续到达使用年
限，我们将评估其使用情况，协调
相关企业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分
批淘汰重建。”王玲说。

据悉，近年来海口市每年会
重建50个左右公交站候车亭，今
年已超额完成了80余个公交站候
车亭重建计划。

本报报道《烈日当头照 群众候车“烤”》
引起海口市相关部门重视

玻璃顶披上防晒膜
候车亭有望旧换新

⬆ 海口国兴大道省
图书馆公交车站，加
装了防晒膜的候车亭
玻璃顶棚。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摄

➡ 改造前的海口市
国兴大道省图书馆公
交站候车亭。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省气象部门继续发布
台风四级预警
预计22日后趋向海南岛西北部沿海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习霁鸿 实习生
李科翰）海南省气象局7月21日16时50分继续
发布台风四级预警：热带低压“查帕卡”14时中心
位于北纬22.1℃，东经111.1℃，也就是位于广东
省茂名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15米/
秒）。预计，“查帕卡”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逐渐减弱，
22日后回旋南落进入北部湾海面，趋向海南岛西
北部沿海。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看病挂号难”“基层卫生院远程医
疗设备使用不顺”，针对近期排查出的
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两大“堵点”问题，海
口市卫健委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推出统
筹全市二级以上医院的号源，将不低于
30%比例的预约号源提前1周作为家
庭医生专用号源向基层医院开放，增加
市级公立医院网上预约号源等便民举
措；并联合海口市人社局、财政局印发
《关于提取诊疗费和远程会诊费部分资
金奖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通
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

员使用远程医疗设备的积极性。

缓解城区医院“挂号难”问题

最近，海口市卫健委组织领导干
部采取转换角色的方式，前往辖区医
院体验就诊流程，从导诊、现场预约、
挂号、取号等环节查找患者在就诊过
程中常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

海口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
区，基层医疗技术力量薄弱，服务能力
水平较差，加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
制度不完善，老百姓患病后大量涌向
城区二级以上医院，造成城区医院人

满为患。基层群众去城区医院看病，
经常遇到“挂号难”的问题。

虽然目前海口已经成立了380个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为基层群众提供服
务，但当有患者需要转至上级医院治
疗时家庭医生无法协调到号源，给基
层患者转诊带来不便。

针对这些问题，海口市卫健委研究
推出解决办法，一是统筹全市二级以上
医院的号源，将不低于30%比例的预约
号源提前1周作为家庭医生专用号源
向基层医院开放，家庭医生可为社区居
民预约门诊号；增加市级公立医院网上
预约号源。二是建立医院领导值班制
度。由医院主要负责人带班、医院中
层领导值班，在医院导诊台或投诉受
理处设立“院领导值班处”标识，现场
帮助患者解决问题，具体包括老年人

不懂网上挂号及移动端支付等。

让远程医疗设备“用”起来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
层，海口依托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海口
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搭建了远程影
像、心电、超声会诊平台；省卫健委搭
建了基于5G物联网的远程心电、眼
科、超声、胎心监测诊断平台。但从每
周远程医疗设备使用数据来看，基层
卫生院使用远程医疗设备服务患者的
意愿不强烈，基层群众对远程医疗了
解不多。

海口市卫健委通过现场调研和收
集反馈信息了解到，由于远程医疗项
目没有纳入医保报销目录，收费标准、
补贴政策及市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分成不明确，导致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使用远程医疗设备积极性不
高。针对这一情况，海口市卫健委积
极协调海口市人社局、财政局，联合印
发了《关于提取诊疗费和远程会诊费
部分资金奖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的通知》。明确了远程医疗收费标准、
市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成比
例，并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远程
医疗费用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增量绩
效，发放给承担远程诊疗工作的医务
人员，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
人员使用远程医疗设备的积极性。同
时，下发了《关于建立远程诊疗值班制
度的通知》，要求市级医院成立领导小
组，制定远程医疗工作制度，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老百姓对远程医疗服务的
知晓度。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海口着力破解医卫服务领域两大“堵点”问题

破解城区医院挂号难 提高远程医疗应用率

陆地天气预报

北部

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1℃-33℃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2℃-34℃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6℃-28℃，最高气温30℃-32℃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6℃-28℃，最高气温32℃-34℃

中部

东部

西部

南部

北部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0℃-32℃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2℃-34℃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2℃-34℃

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1℃-33℃

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2℃-34℃

中部

东部

西部

南部

24日夜间到26日
本岛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
27日到28日
本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各海区风力5-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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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孙发强

东方启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申请助学金

本报八所7月21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方宇杰）为帮助更多贫困家庭学子圆大学梦，

“筑梦公益·一起来”——2021年东方市希望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已经启动，符合条件的贫
困大学生每人可申请5000元助学金。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7月21日从共青团东方市委获悉的。

今年东方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申请时间为7
月 20日至 8月 10日。报名结束后，有关单位
还将组织调查组入户调查，核实拟资助学生的
人选，最终确定后便可一次性发放 5000 元助
学资金。

“圆梦行动旨在帮助更多困难家庭学子圆
大学梦，学生提交申请后，会经过仔细核查，确
保我们圆梦行动的一切流程是公正、公平、公开
的。”共青团东方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
经到各学校进行了广泛宣传，具体的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及流程都在微信公众号“东方感恩青
年”上公布，符合条件的学子可进行申报。

申请条件包括：2021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
校录取的本科大学生；须具有东方市户籍且在
海南参加高考的大学生；均为农村或城市低收
入群体，因家庭成员有重大疾病或家庭重大变
故开销较大，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
大学生优先资助；贫困户子女、低保户子女、本
人为残疾、孤儿的大学生可放宽至专科；遵纪守
法，品学兼优；没有获得其他机构3000元以上
（含3000元）奖学金或助学金。

万宁今年计划改造危房99户
12月15日前全部入住

本报万城7月21日电（记者袁宇）今年万宁
市计划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数为99户，镇政府
为危房改造工作责任主体。这项工作要在11月
15日前实现全部竣工，99户群众于12月15日前
全部入住。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万宁市政府
相关部门获悉的。

据介绍，万宁此次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村低保
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原为安全住房或已实
施危房改造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又返危的4类
重点对象为主。

对于4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边缘易致贫户、
农村低保边缘家庭以及突发严重困难家庭，拆除
重建（新建）的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1人户房屋
建筑面积为30-40平方米，2人户房屋建筑面积
为40-60平方米，3人及以上户人均不低于20平
方米且不高于25平方米；对于其他一般困难户，1
人户房屋建筑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2人户房屋
建筑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3人及以上户房屋建
筑面积不小于人均20平方米。同时，1-2人户控
制在75平方米以内，3人及以上户人均不高于25
平方米。

补助根据农户类别、房屋危险程度、改造方式
和家庭人口数量等分类、分级合理拨付，最高每户
不超过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