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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意隐藏或夹带易燃易爆等危险违禁物品及其他不符合客滚轮运输安全规定的货物

2.以牟利为目的，在货物申报时，出现瞒报、谎报行为的，包括普通货物申报为鲜活类、
危险货物申报为普通货物等行为

3.利用车内暗格藏客，故意逃票、漏票

4.不服从港口和船舶工作人员指挥，冲卡、压船舶跳板，扰乱正常生产秩序

5.殴打工作人员

6.拒不配合执行港口和船舶车客分流、人车分离规定并出现抗拒行为

7.在港乘船期间，擅闯限制区域且不服从指挥

8.拒不执行疫情防控要求，未佩带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硬闯管控区域，
以及拒不配合疫情防控要求且态度恶劣的其他行为

9.语言辱骂、恐吓工作人员

10.进行恶意投诉或举报

11.其他有必要列入“黑名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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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6246名学生
已办助学贷款
贷款金额达4808.1万元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符武月）自7月下旬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
请受理工作以来，截至8月23日上午，儋州全市
受理贷款人数为6246名，其中续贷5493名，首贷
753名，贷款金额共计4808.1万元。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办理助学贷款处看到，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
生和家长均佩戴口罩，并在志愿者的引导下进行
体温测量、查询健康码和行程码等。工作人员说，
为方便学生及家长办理助学贷款，通过放置办理
助学贷款流程的平面图、安排志愿者提供咨询服
务、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让学生能够快速及时
办理好助学贷款。

今年儋州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受理工
作时间为7月26日至9月15日，其中续贷受理时
间为7月26日至8月24日；首贷受理时间为8月
11日至9月15日。为避免人员聚集，方便学生办
理贷款，续贷正常情况下采用网上远程受理方
式。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需在生源地助学贷款学
生在线系统注册后才可登录系统进行申请，贷款
合同须到现场面签。

据介绍，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
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班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
额度不超过8000元，且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
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申
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且不低于1000元。

海口持续开展夜查酒驾专项行动

一周查处酒驾行为82起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为严厉打击涉酒驾驶交通
违法行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于8月20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截至8月26
日，海口交警已查处酒驾行为82起，其中酒后驾
驶机动车12起，醉酒驾驶机动车14起，酒后驾驶
电动自行车43起，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13起。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以海口市中心城区餐
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以及国省道、县道等涉酒驾驶
行为易发多发点段作为重点整治路段，每晚分上、
下半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整治行动期间，海口
交警将通过网络集中曝光典型涉酒驾驶的交通违
法行为人和事故案例，提高执法震慑和惩戒力度。

海口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为了自身与他人
的财产安全，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酒驾
行为，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利用“嗅探”设备
盗取他人信息诈骗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11人获刑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日前，三亚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审由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审理，赵某、陈某华等1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一年
四个月至十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经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从
2018年8月起，赵某开始召集刘某、顾某原、常某
实施信用卡诈骗活动。2019年2月，赵某、刘某
与陈某华合作，由赵某组织顾某原、常某制作“嗅
探”设备，刘某拿“嗅探”设备外出盗取他人手机号
码、验证码，之后将盗取的信息发送给陈某华，由
陈某华通过自己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与盗取
来的手机号进行匹配，或者将盗取的手机号发送
给候某君进行匹配。陈某华将匹配成功的含银行
账号的公民信息发送给通道方，由通道方将收集
到的银行账户相关信息输入到网络支付终端，并
把账户内的钱款转出到指定银行卡账户上，再由
赵某安排顾某原、常某将钱款取出。

经司法会计鉴定，2019年2月11日至7月30
日，该卡共取款148400元。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某华等人无视
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秘密窃取他人
信用卡账户信息资料，通过网络支付终端转账等
方式实施信用卡诈骗活动，其共同行为已构成信
用卡诈骗罪。

昌江今年计划
农村改厕2000户

本报石碌8月27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昌江黎族自治县继续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今年计划新建、改造、提升农
村厕所2000户，目前已开工742户，预计11月底
全部完成改造。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27日从
昌江有关部门获悉的。

石碌镇尖岭村村民刘智今年参与了户厕升级
改造，实施农村户用厕所化粪池反渗漏改造。“过
去厕所没有防渗漏的设施，很臭的，现在政府帮我
们安装防渗漏的设施，厕所卫生环境变好了，不臭
了。”他说，“眼下，已经用上了改造后的厕所，生活
也舒心了。”

记者还了解到，昌江还将成立清掏队伍，由各
乡镇、种植大户及农业公司等相关人员组成，对粪
污资源化循环利用，美化农村人居环境。

昌江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昌江将对
2019年之前建造（改造）但化粪池不符合防渗防
漏要求的农村户用厕所做到应改尽改。同时，进
一步提升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建立农村
厕所管护长效机制等。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郭
萃）为加强琼州海峡轮渡运输通道的
安全管理工作，8月27日，海口新海
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和海南铁路有限公
司海口机辆轮渡段，共同发布《琼州海
峡南岸客滚运输黑名单管理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按照《规
定》，琼州海峡南岸建立客滚运输黑名
单管理系统，违反规定的旅客、司机和
车辆将被列入黑名单管理系统，被列
入对象将实施服务限制。

据了解，乘船过海的旅客、司机
（含所驾车辆）出现违反客滚运输安全
生产、扰乱生产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和
违反公共卫生防控规定等行为之一的
（见上图），均认定为黑名单行为。

按违规或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
黑名单进行分级管理，分为一级黑名
单、二级黑名单和三级黑名单，一级为
黑名单最高等级。出现上述（一）至
（三）中所列行为的列入一级黑单管
理，出现上述（四）至（八）行为的列入

二级黑名单管理。出现上述（九）（十）
行为的列入三级黑名单管理。

列入黑名单的旅客、司机及车
辆，实施限制服务，即秀英港、新海港
和南港均对限制对象不提供过海服
务，违规旅客、司机和车辆的信息三
港将同步录入限制和同步解除，即服
务限制期限一致。其中，一级黑名单
第1次违规的，人员限制服务6个月，
车辆限制服务15天；第2次违规的，
人员限制服务12个月，车辆限制服

务 3个月；3次以上（含 3次）违规
的，人员限制服务2年，车辆限制服
务1年。二级黑名单第1次违规的，
人员限制服务2个月，车辆限制服务
10天；第2次违规的，人员限制服务
3个月，车辆限制服务15天；3次以
上（含3次）违规的，人员限制服务4
个月，车辆限制服务1个月。三级黑
名单第一次违规的，人员限制服务
15天；2次违规的，人员限制服务1
个月；3次以上（含3次）违规的，人

员限制服务2个月。
人员违规行为如被认定为后果

极其严重、行为特别恶劣的，新海轮
渡和铁路轮渡在处理时，不受违规
次数限制，可直接按分级中最高处
罚进行顶格处理。旅客、司机接到
被限制服务通知后，若对被限服务
处理有异议的，可在接到黑名单处
理通知后向企业相关提出申诉。旅
客、司机提出申诉期间，不影响限制
服务的执行。

琼州海峡南岸推行客滚运输黑名单管理

11类违规行为将限制过海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邓
海宁）8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近日该
局对接上线“海南省个人档案存放
地信息”查询系统，目前已经完成2
万余条档案信息的导入，广大市民
群众可通过系统查询页面输入姓
名、身份证等信息进行查询，实现足

不出户查档案。
据了解，使用开放线上远程查

询服务，可以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
便捷帮助，解决之前群众查找档案
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问询，一个
地方接一个地方跑腿的状态。自
2015年以来，为进一步推进人事档
案信息化管理，海口市人力资源开

发局对存放的各类流动人员、企业
职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近10多万
份的档案进行了信息化扫描，整理
形成图像数据信息资料，实现了对
档案的快捷服务查询、归档、登记检
索等功能。此次成功开通个人档案
信息查询系统功能，提供对个人档
案存放地、档案接收单位信息的自

助查询，实现了对流动人员档案的
线上便捷服务。

查询指南：
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南省

个人档案存放地查询”，在查询页面
内输入想查询的姓名、身份证号（非
必填），以及对应的验证码后，点击

“立即查询”即可查看。

未来7天
海南岛多阵性降水
无明显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许嘉 翁小芳 吴春娃）
海南省气象台8月 27日预计，未来
7天（8月 28 日至 9月 3日）全岛多
阵性降水，局地有暴雨；无明显高温
天气。

未来30天趋势预测：预计2021

年9月全省平均气温略偏高，月雨量

以略偏多为主。主要降水时段：上旬

前期至中期、中旬前中期、下旬前期。

极端最高气温主要出现在上旬末至中

旬初。预计月内可能有1至2个热带

气旋影响海南省。

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未来一周
全岛多阵性降水，局地有暴雨。建议
各地菜园、晚稻田和低洼地果园提前
疏通沟渠，保证排水通畅；东部地区成
熟晚稻及时收割入仓；橡胶园合理安
排割胶时间，避免“雨冲胶”。

本报八所8月27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改造后小区
变化很大，小区立面做了涂料，焕然
一新，篮球场做了硬化处理，绿化也
美观了，比以前舒服太多了。”8月26
日下午，东方市八所镇八所海关小区
住户符传肖带着小孩在小区玩耍时
说道。

符传肖所住的八所海关小区位
于东方大道，是建于1995年的老旧
小区，改造前已存在墙体斑驳、下水
道堵塞、路面破烂等诸多问题，严重
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此，东方市住建局问需于民，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老
旧小区改造列入2021年“我为群众
办实事”事项清单，对老旧小区进行
全方位的改造提升。今年，东方共计
划改造小区3个，分别是八所海关老
旧小区、市广播电视台老旧小区和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方大道老旧小
区，改造栋数19栋，住户192户，建筑
面积约1.99万平方米。其中，八所海
关老旧小区涉及改造面积0.49万平
方米，共2栋48户。

在八所海关老旧小区改造的施

工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小区单
元楼已经做好了防水涂料，黄白相
间，在太阳下明亮夺目。全新的篮球
场已经建设完成，可供住户休闲、锻
炼。10余名工人正在进行面包砖铺
设，完成项目最后阶段的建设。

“八所海关老旧小区的改造内容
包括新建道路，铺设面包砖，新建篮
球场，改造弱电、强电，2栋单元楼的
墙面防水改造，雨水管、化粪池改造
等。”八所海关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
负责人李彬介绍，项目于今年4月20
日开工，目前施工进度为85%，预计

在9月底完工并交付使用。
东方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基础设施改
造提升之外，小区原有健身设施也将
全部换新，并新建可停60辆电动车
的停车棚，同时配备充电桩，方便群
众出行。

目前，东方市老旧小区改造效果
明显。东方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严格按照要求对今年正在改造
实施的项目科学管理，倒排工期，保
质保量如期完成改造工作，为群众营
造一个舒心的居住环境。

东方加快改造3个老旧小区，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老旧小区换新貌

陆地方面

8月28日至9月3日，受东
到东南气流影响，海南岛大部分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南
部和西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

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
31℃～34℃，五指山以南地区
29℃～31℃，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20℃～22℃，其余地区 23℃～
25℃。

海洋方面

8月28日至9月3日，北部
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
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4
至5级、阵风6级，部分时段有雷
阵雨，雷雨时阵风 7至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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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个人档案存放地可线上查询

近日，在儋州市南丰
镇松门村儋州元利农业开
发公司的共享农庄，工作
人员在打理果园。该公司
正以“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带动周边农民发展
热带水果种植2000多亩，
同时建设休闲观光旅游配
套设施，开展认植认购，促
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果园飘香
共享丰收

本报洋浦8月27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办公室宽敞
明亮，环境很好。”8月26日，在洋浦
外国语学校刚装修好的一间办公室
内，该校老师林子超说。距离今年秋
季开学还有几天时间，洋浦外国语学
校新招来的教职工开始进驻，为9月
1日举行开学典礼做准备。

洋浦外国语学校项目是洋浦开
发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也是洋浦重
要的基础教育项目。该学校占地
202亩，总建筑面积达到9.6万平方
米，概算总投资7.3亿元，是一所12
年一贯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今年是该校首次招生，报名人数
为350人。目前该项目完成总体进

度的94%，其中中学宿舍楼、中学教
学楼、中学综合楼和中学食堂餐厅
装修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收尾保洁
及桌椅板凳安装布置工作，8月 28
日全部完成卫生保洁。中学部的道
路、大门以及前广场的路面已铺设
好，绿化正在进行收尾。小学区教
学楼、宿舍楼装修已经完成，正在进

行收尾及保洁工作，计划8月30日
前交付。

洋浦外国语学校由武汉外国语
学校负责教学管理，从武汉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等国内重点高校招聘
的35名教师将成这所新校的中坚师
资力量。

洋浦外国语学校9月1日开学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