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个“暖心驿站”供户外劳动者小憩琼中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习
霁鸿 孙慧）据中央气象台9月7日
消息，当天8时，今年第14号台风

“灿都”生成，中心位于北纬15.6度、
东经136.7度，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
东方向约1690公里，热带风暴级。

17时，“灿都”加强为强热带风
暴级，20时，其中心位于北纬16.4
度、东经 134.7 度，最大风力 11级
（30米/秒），中心气压980百帕。预
计“灿都”将以每小时17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
增强。

当天20时，今年第13号台风
“康森”中心位于北纬12.8度、东经
123.0度，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南方
向约295公里，最大风力10级（28
米/秒），中心气压985百帕。预计

“康森”将以每小时12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
大。受其影响，9月9日-13日，南
海中部、北部海域和海南岛将先后
有强风雨天气。预计10日夜间到
11日，全岛大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有特大暴雨。

另据海南省气象台 7日 20时

消息，南海热带云团已经移至北部
湾至越南中部沿海附近，预计未来
24 小时，该云团将继续向偏西方
向移动。

9月7日下午，省防汛防风防旱
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提示今
年第13号台风“康森”将对我省有
强风雨天气影响，各相关部门、各市
县要部署防范台风工作。

9月7日晚，省三防办根据有关
视频会商会议的研判，发布当前台
风暴雨防范建议。一是渔船要及
时回港避风；二是水库要做好安全
风险排查；三是危险区域及时转移
人员。

在第13号台风“康森”防御期
间，省三防办将每日组织各监测预
报部门会商研判，滚动研判并发布
台风灾害风险。相关市县和部门
要跟踪落实好以上重点风险防范
措施。

省三防办提示，各市县、各部门
要按规定适时加强值班值守，一旦
有险情、灾情发生，要立即处置并
第一时间报告省防总办公室（省应
急管理厅）。

本报万城9月7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卓欣欣）9月7日，海南省
气象台发布信息，预计台风“康森”将
于10日向海南岛东部沿海一带靠
近，10日夜间至13日，万宁市会出现
强风雨天气。万宁消防提前部署各
项准备工作，全面动员、严阵以待，全
力做好抗台防汛应急救援各项准备
工作。

针对此次台风，万宁消防提前做
好灾情研判，全面部署，科学高效制定
应急救援预案。针对台风可能会造成
的险情，抓紧时间积极组织水域救援

专项训练，切实补齐队员们在水域救
援时的能力短板，让队员掌握舟艇驾
驶技术和水域救援动作要领，确保队
伍能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全
力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消防救援大队、中队全面
检查冲锋舟、橡皮艇、救生衣、救生
圈、船载发动机、救生抛投器等各类
救援器材，对存在问题的装备及时
上报维修或更换，最大限度确保装
备器材完整好用。严格执行24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信息收集分
析，全面做好防风防汛工作。

万宁消防多举措备战台风“康森”

组织专项训练 做好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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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
梁振君）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国
资委、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
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以进一步规范我省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行为。《通知》
明确，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规定
补缴的情形不计入“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
缴费年限。外省转入的1997年12

月31日前的缴费时间，不认定为
1997年12月31日前在我省已经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缴基本养
老保险费不改变参加我省基本养
老保险的时间。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9月7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省城镇从业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条规定，从事管理（技术）岗位
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
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

对于超过50周岁未满55周岁的女
性以管理（技术）人员身份或以灵活
就业人员身份首次参保缴费的，不
论本人岗位是否变化或是否补缴首
次参保缴费前应缴未缴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其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55
周岁。

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补缴
基本养老保险费时，应当提供劳
动关系证明（劳动合同或招工
表）、工资发放财务会计凭证等材

料或者法律文书。凭人民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计
部门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出具的
认定用人单位与从业人员存在劳
动关系的调解书、审计报告或行政
处理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
补缴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依据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要求用
人单位提供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
放表和财务会计账册等有关资料。

我省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规定补缴的情形不计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缴费年限

问：海南为何选择在此时出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政策
的通知？

“今年以来，针对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国家提出一
系列要求。对照这些要求我们发
现，通过虚构劳动关系获取法律文
书的违规补缴行为，以及违反我省
规定未延续缴费即获得趸补资格
进行违规补缴的情况时有发生，同
时，我省在经办管理、监督检查工
作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这些问题，省人社厅等四
部门认真进行了研究，联合印发了
《通知》，《通知》的总体考虑是：根据
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规范补缴条
件，完善补缴经办规程，加强对补缴
申请材料的审核把关，强化事后监
督，坚决杜绝违规补缴行为。具体
包括规范补缴条件、严格经办审核、
强化监督管理、其他事宜四个部分。

问：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规
定补缴的情形，能否计入“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
的缴费年限？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假设某参保人2021年62岁（已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60岁），还在继续
参保缴费，尚未办理退休手续，他
如果在当前补缴之前应缴未缴的
保费，即属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后补缴，其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
并不存在该缴费，因此，计算《海
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
四条关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缴费年
限时，上述补缴的保费不予计算。

问：外省转入的 1997 年 12 月
31日前的缴费时间，能否被认定为
之前已在我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假设
某参保人1998年在我省首次参保
缴费，退休前将外省1997年前的
缴费转入我省。由于其1997年前
未在我省参保缴费，而我省《条例》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当时在我省参
保缴费的人员，因此，不应将其纳
入《条例》第二十四条关于“1997
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的趸缴群体。

问：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会不
会改变参加我省基本养老保险的
时间？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假设
某参保人1999年首次在我省参保
缴费，达到退休年龄前补缴了

1997年前应缴未缴的保费。由于
补缴只是增加缴费年限，并不能改
变参保人员首次办理参保缴费业
务从而实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这
一客观时间，因此，不应将其纳入
《条例》第二十四条关于“1997年
12月 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的趸缴群体。

问：超过 50 周岁未满 55 周岁
的女性以管理（技术）人员身份或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其
退休年龄为何仍为55岁？

国家文件规定，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从未参保缴费的人员不得纳
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我省
首次参保缴费时超过50周岁未满
55周岁的女性，只能凭用人单位管
理（技术）人员身份或灵活就业人
员身份参保，这两类人员的退休年
龄均为55周岁。因此，不论其是
否具有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论其参
保缴费后身份是否变化，其法定退
休年龄均保持55周岁不变，否则
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矛盾，出现前
后不一致的情况。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读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政策

完善补缴经办规程 杜绝违规补缴行为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日前，为期4天的
2021年三亚市沙滩趣味嘉年华活动在三亚湾
落幕，沙滩排球、踢毽子、平板支撑、趣味坦克爬
等十余项沙滩运动项目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吸引了上千名中外游客参与，为三亚市民游客
营造良好全民健身氛围。

活动现场，三亚湾沙滩热闹不已，备受关注
的三亚市沙滩趣味嘉年华活动在此收官，“沙滩
指压板接力赛”“沙滩呼啦圈挑战赛”“沙滩儿童
袋鼠跳”“趣味坦克爬”等，各种新奇玩法吸引着
中外游客热情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021年三亚市沙滩趣味嘉年华活动共设
置两个站点，分别为大东海站、三亚湾海月广
场站，每个站点活动为期2天，除了沙滩排球、
踢毽子、平板支撑四大传统运动项目外，还定
制了涵盖老中青年龄层均可放心参与的趣味
运动。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嘉年华活动展示全域旅游成果，
促进全民健身，积极为全市人民的幸福生活
助力，让更多市民游客关注、了解和参与丰富
多彩的沙滩运动。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根据教育部
考试中心工作安排，今年下半年全
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将于11月
13日举行，我省只开考英语（PETS-
5）语种。网上报名时间为2021年9
月13日9时至15日16时，报名结束

后不接受补报。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启用

全国统一网上报名系统，考生须登
录报名网站（http：//wsk.neea.edu.
cn）完成网上注册、考点及科目选择
和网上缴费。根据海南省物价局等
有关部门文件规定，海南省全国外

语水平考试收费标准为 380元/人
（包括笔试和口试）。

省考试局提醒，全国外语水平
考试中的英语考试（PETS-5）包括
笔试和口试两部分，报名时考生须
同时报考笔试和口试，不能单独报
考其中一项。成功完成报名的考

生，可在2021年11月9日9时登录
WSK报名网站进入“用户中心-我
的报考”下载、打印准考证。

为防控疫情，省考试局要求，考
试前7天，考生本人须通过实名制微
信或支付宝等APP，自行扫描海南省
健康一码通二维码进行健康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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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9月7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
员王语珠）9月7日中午时分，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环卫工人王杏霞完成责任路段的保洁后，来
到位于三月三广场旁的市政服务中心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接过志愿者端来的糖水，赶紧坐下来
歇脚小憩。

环顾四周，服务站面积不大，卫生间、空调、
微波炉、饮水机、桌椅、手机充电插座、雨伞、急
救药箱、书籍报刊等设施设备却一应俱全。“过
去在户外工作，最头疼的就是吃饭、喝水和休息
问题，一下雨还得到处找地方躲避。”王杏霞直
言，一想到以后能来这里喝杯冰水、吃口热饭，
这让她感到无比暖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服务站如
今在琼中共有4处，分别位于市政服务中心、县
园林站、营根南梅小吃店和营根梁记快餐店，可
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保安、快递员、外卖员、
周边项目施工工人及交警、综合执法人员等户
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息、餐食加热、
手机充电、更衣如厕等服务。

“户外劳动者只需打开手机上的地图
APP搜索‘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便可查询到
附近的站点。”琼中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琼中将继续加强服务站的建设和管理
工作，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切实把温暖送
到每位劳动者心坎上。

本报嘉积9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陈卓）为支持“幸福家园”公益项目活动，琼海
市慈善总会以今年的“99公益日”为契机，于9
月7日在线上启动琼海市2021年“99公益日”
网络募捐云公益活动。

活动公布了琼海市慈善总会2021年募捐
情况以及“爱心助学子·倾情育英才”捐资助学
项目2021年受助学生及奖励学生名单，并通过

“云公益”短视频、“线上云直播”等多个平台进
行宣传，号召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据了解，本次
线上募捐活动时间为9月7日至10日，所筹集

的款项将用于“幸福家园”公益项目的各个子项
目中。

据介绍，今年8月初，琼海市慈善总会结合
该市困难群体情况，以“99公益日”为契机，依托
海南省慈善总会共同发起“幸福家园”公益项目
活动。该项目包含“爱心助学子·倾情育英才”捐
资助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关爱未成
年人系列活动；困难职工救助等项目内容。

截至9月6日晚，琼海市慈善总会通过线
下点对点募捐，共为“爱心助学子·倾情育英才”
捐资助学项目筹得740多万元善款。

省三防办建议
❶ 渔船要及时回港避风

❷ 水库要做好安全风险排查

❸ 危险区域及时转移人员

关注台风“康森”关注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

9月7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龙江中心学校，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符丽娥
向该校学生传授织锦技艺。

据悉，近年来，白沙组织黎锦技艺传承人到各乡镇中小学校的黎锦培训基地，利用学生课后时间传授
黎锦技艺，为黎锦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和能量。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非遗技艺
走进乡镇校园

权威解读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养老保险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分别
从规范补缴条件、严格经办审核、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
确规定和要求，切实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平稳运行。9
月7日，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沙滩趣味嘉年华助力全民健身三亚

“99公益日”网络募捐活动启动琼海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将于11月13日举行
报名时间为9月13日9时至15日16时

制图/张昕

9月9日-13日
南海中部、北部海域和海南岛将先后有强风雨天气

预计10日夜间到11日
全岛大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