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

美兰区66位失独老人
获免费体检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 （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陈尾娇）8月26日至31日，海口市美兰区开展

“免费健康体检，情系失独家庭”计生特殊家庭
免费体检志愿服务活动，共为辖区各镇街共66
位计生特殊家庭老人开展免费体检服务。

体检现场，志愿者们对老人体检进行全程跟
踪“暖心”服务，带领计生特殊家庭老人完成了
各项检查项目。海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在了
解失独老人的情况后，均开辟绿色通道，让老人
们优先进行检查，并在检查后对他们进行耐心细
致的健康指导，提供合理的生活建议。

据悉，活动由美兰区卫健委、计生协联合
海口市绿涯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暖心行动
志愿者开展。接下来，美兰区将持续推进为计
生特殊困难家庭提供免费体检活动，让老人们
更加全面地了解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提高疾病
预防能力。

★常规心电图检查
★动态心电图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
★血清低密疫脂蛋白胆固醇测定

★胎心监测
★葡萄糖测定

★尿常规检查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血清总胆固醇测定
★血清甘油三脂测定

10项医疗服务项目

制图/陈海冰

9月15日起，村卫生室可开展“胎心监测”等10项医疗服务，价格是一级医疗机构三类价的80%

足不出村可享实惠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陈壮）近日，海南省医疗
保障局、海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发
布《关于制定村卫生室部分医疗服
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9月 15
日起，村卫生室可开展“胎心监测”
等10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按照一

级医疗机构三类价的80%收费。让
老百姓在村门口就能以实惠的价格
享受到市县医院甚至省级医疗机构
的医疗服务。

村卫生室开展的“胎心监测”等
诊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按照现
行的诊疗项目医保支付类型和医保
待遇政策执行。其中“动态心电图”

按照我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特
殊疾病定额标准执行；其他项目纳
入我省城乡居民普通门诊医疗费用
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标准和
每日最高支付限额范围。医保经办
部门负责村卫生室普通门诊医疗费
用的审核和结算，村卫生室利用5G
物联网开展“常规心电图检查”“动

态心电图”“胎心监测”医疗服务，将
参保人检查检验数据有效上传至上
一级医疗机构，并由上一级医疗机
构出具法定的诊断报告作为基金审
核和结算支付的依据（收费分配方
法由市县卫生健康委另行制定明
确）；其他检验项目按照实际发生的
医疗费用审核和结算。

文昌：

一场短剧
宣传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益处多，环境保
护靠你我。”8月27日，在文昌市
潭牛镇大庙村，一场精心准备的
短剧表演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
该镇政府工作人员、环卫部门工
作者和志愿者同时向村民们讲
解垃圾分类知识，以及垃圾分类
示范点的运营流程，引导村民自
觉践行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肖亚
梅 符丹丹）单位需要调取查看个人档
案，却记不清档案放在哪里怎么办？去
窗口单位查询要请假跑几个地方才能找
到，能不能用手机直接查询存放地？省
大数据管理局近日联合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省就业局），解决以往群众查找个人
档案跑腿多的烦心事，在“海易办-码上
办事”平台上线海南省个人档案存放地
查询系统，一键查询个人档案存放地。

用户可手机登录“海易办-码上办
事”进入首页，全部服务-便民服务-海
南省个人档案存放地查询，输入姓名、身
份证号（非必填）、验证码即可查询（见右

图）。除了支持线上查询外，针对年份久
远或对查询结果不确定的情况，用户还
可以点击页面上的“海南省各市县就业
部门通讯录”，查看各市县就业部门的办
公地址和办公电话，通过致电或前往现
场进行人工查询。

据了解，个人档案在办理职称评
审、报考公务员、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
准等事项时都需要用到。海南省个人
档案存放地信息系统目前已收录全省
15地55万余条现存档案信息，下一步
将逐步实现对全省流动人员档案存放
地信息的全覆盖，真正做到“用户手机
查，信息码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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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易办-码上办事”上线海南省个人档案存放地查询系统

档案存放地“码”上查询马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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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社保卡“变身”读者卡
市民可享便捷借阅图书服务

本报八所8月31日电 （记者刘婧姝 特约
记者方宇杰）“出示海南一卡通APP上的社保卡
二维码就能借书了，方便又快捷。”8月31日，东
方市人社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中心工作人员李
曼当了一回读者，在该市图书馆体验用社保卡二
维码借阅图书后说道。

这是东方市人社局为完善社会保障卡应用
功能、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落实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拓展社会保障卡应用的场景。8月 20
日，东方市人社局联合该市信用社、市图书馆，
将图书借阅功能整合到社会保障卡中，成功实现
了电子社保卡扫码借阅图书功能。

“市民不需带身份证、借书证，只需带上手机，
下载海南一卡通APP，到市图书馆出示APP上的
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就能享受免押金借阅图书。”东
方市人社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中心主任王之东说。

“通过扫描社保卡二维码借阅图书，能让
市民方便快捷地访问馆藏图书资源，丰富了广
大市民的文化生活，这是切实服务于民、方便
于民的举措。同时，社保卡‘变身’读者卡，也
助力东方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东方市图书
馆馆长王秀蓉说。

白沙

天然橡胶期货保险
获赔款191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朱建）近日，白
沙黎族自治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
现赔付，共产生赔付金额191万元，赔付率113%。

据悉，该项目今年共承保天然橡胶2200吨，
覆盖白沙胶农25081户，其中贫困户10914户，共
产生赔付金额191万元，赔付率113%，有效规避
了因橡胶价格波动对胶农收入及割胶积极性产生
的影响，对帮助白沙橡胶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白沙有天然橡胶林60余万亩，人均占有面
积位居全国前列。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金融、
贸易形势的影响，今年2月以来，橡胶价格振荡
下跌，且价格波动较往年更为剧烈，对胶农的割
胶收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白沙防返贫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人保财险海南省
分公司携同浙商期货，针对橡胶行情进行了细致
的研判分析，精确选择入场、离场时机，最终保
障了项目赔付效果，实现了项目整体“提质增
效”的目标。

2018年至今，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已在白
沙连续4年开展“保险+期货”项目，该项目实现赔
付1095.6万元，服务胶农5万余户次，有效帮助当
地橡胶产业的发展，保障了农户的收入。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计
思佳 邓海宁 李艳玫 刘梦晓）8月3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博鳌机场获
悉，即日起取消对前往北京人员查验
核酸检测证明的防控措施要求，所有
前往北京的旅客凭“北京健康宝”绿

码正常通行。此外，海口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最新通告，
明确要严格落实聚集性活动防控措
施，按照“谁举办、谁负责”原则，要制
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落
实佩戴口罩、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等
防控措施。同时，控制参展参会及参

加聚集性活动人员的密度和规模，并
建立人员信息库。

根据通告，海口取消暂停举办
300人以上活动要求，会议、会展、商
业性演出、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及培训
等聚集性活动的举办方，要根据国内
外疫情形势，控制参展参会及参加聚
集性活动人员的密度和规模，并建立
人员信息库，原则上14天内有涉疫区
旅居史人员，不参加相关线下会议和

聚集性活动；有中高风险区或境外旅
居史的人员，居家管理期间禁止参加
相关线下会议和聚集性活动。

同时，对出岛人员全部取消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入境人
员、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涉疫区旅居
史人员等重点人群应在返琼后及时
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
备，自觉接受健康管理服务。入境人
员严格落实“14+7”管控措施。14天

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琼后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并按要求
进行核酸检测。

14天内有涉疫区旅居史的，凭
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有效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未持有核
酸检测证明的，抵琼后在口岸进行
核酸检测，各口岸可视具体情况采
取集中或居家等待结果，个人做好
健康管理。

我省乘机赴京旅客无需出示核酸阴性证明
海口取消暂停举办300人以上活动要求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博鳌乐城引进
3款罕见病创新药
可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

本报博鳌8月31日电（记者
袁宇）8月3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管理局获悉，乐城先行区日前再
添3款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的创新
药。这3款药物在乐城落地，将改
变杜氏肌营养不良患者仅能依赖
激素治疗的现状。

据介绍，此次引进的3款创新
药能够使患者由较重的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临床表型转变为
症状较轻的Becker型肌营养不良
症临床表型。

此次引进创新药为国内患者
接受全球先进疗法提供了可能。

三亚湾“阳光海岸”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征拆

本报三亚8月31日电（记者
李梦楠）8月31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为期4年
多的三亚湾“阳光海岸”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征拆工作基本完成。

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范围为
港务局至光明路片区，以及胜利路
北段；二期范围为“阳光海岸”片区
项目区域中除港务局至光明路片
区（建港路以北至光明路以南）以
及胜利路北段以外的区域。截至8
月30日，项目累计已征收4489户，
累计拨款逾112.94亿元，累计已拆
除房屋建筑面积达101.29万平方
米，全部征拆工作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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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邮储银行
海南省分行以“四加强四推动”为抓手，
营造“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的浓厚氛围。

加强统筹谋划
推动有序进行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委将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
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有序
开展、迅速升温、全面铺开。一是组建由
党委书记、行长李斌任组长的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二是制定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史学习
教育实施方案。三是指导辖内18家市
县分支行相应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逐级传导压力。四是在办
公区、基层一线、支行网点、生产场地等
醒目合适位置张贴悬挂党史学习教育宣

传标语，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

加强理论武装
推动学深悟透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委紧跟上级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部署要求，突出关键
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统筹推进开展一系
列教育活动，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
实成效。一是发挥领学促学作用，将党
史学习教育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制定学习计划并开展学习研讨。二
是每周五开展读书会，重点学习四本指
定教材，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三是强化基层一线指导，每月
第一时间下发月度重点学习内容通知，
组建4个巡回指导小组，指导辖内各级
党组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四是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题讲座，邀请海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及教授进行授

课。五是结合实际开展主题突出、特色
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教育引导全
体党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
六是用好“学习强国”“中邮先锋”等线上
学习平台，提高学习效果。

加强清单建设
推动难题破解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围绕海南自贸
港建设、邮储银行“五化转型”、服务“三
农”和乡村振兴等课题，制定海南省分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清单和
党支部“领题破题”清单。一是紧盯“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清单，择优
选取“医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邮银惠
农合作”“集中诉讼优化”等三个项目课
题，着力解决社会公众、基层企业和职工
的实际困难。二是紧盯党支部“领题破
题”清单，着力于解决企业内部的改革发

展难题，辖内47个党支部共上报50个
课题，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为工作动力和工作实绩。

加强落地落实
推动走深走实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委将党史
学习教育与上级要求对标对表，层层压
实责任、以上率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一是牢牢把握党史学习教
育目标方向，紧扣党史学习教育阶段要
求、步骤安排、必学内容和规定动作，切
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标准要求落到实
处。二是坚持不达标不放过、不见效不
松手，切实把上级对党史学习教育的各
项部署要求从严从实从细落到实处，不
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进展新突
破。三是坚持学习实践同步推进，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全过

程，以实际举措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为海南省分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力。四是深入推进党员“三亮三比
三评”活动，通过亮身份、亮标准、亮承

诺；比技能、比作风、比业绩；领导点评、
党员互评、群众评议，持续营造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撰文/林岳冰 许哲）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以“四加强四推动”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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