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2日，在海口市长流
镇长秀仕家安居房项目现场，
工人正抓紧施工，加快项目建
设。该项目部分楼盘即将封
顶。据悉，该项目是海南省安
居型商品房项目之一，根据规
划将提供1027套安居型商品
住房，计划 2022 年 7 月交付
使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安居房项目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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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推出新能源车
充电优惠活动
最低充电费用0.43元/度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郭萃）
从9月21日零时至9月27日零时，海口
公交集团推出为期一周的新能源车充
电优惠活动,届时纯电动车车主在城
西站、秀英南等27个公交充电站充电
时，可享受服务费1.5折优惠（服务费
0.10元/度）。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贺
澜起 蒋鹏飞）日前，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启动可用于医疗美容的医疗器械
专项整治工作，以切实规范可用于医
疗美容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
用，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将以查办案件为抓手，
查处曝光一批大案要案，惩戒震慑一
批不法分子。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
通过专项整治，完善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工作机
制，进一步提高可用于医疗美容的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机构依法合
规意识，提升医疗器械安全管理保障
能力，防范化解质量安全风险，切实
保障公众用械安全。

专项整治时间为9月至12月。
整治重点环节为经营环节、使用环
节。整治的重点产品为三类：一是社
会关注度高，投诉举报多，使用范围

广、数量大，容易对人体产生损害的
产品；二是光治疗美容类设备、射频
治疗设备、整形用注射填充物等产
品；三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临床急需进口可用于医疗美容的
医疗器械产品。重点整治下列违法
违规行为：一是医疗器械经营、使用
单位从不具有资质的生产经营企业
购进医疗器械；二是医疗器械和使用
单位经营、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

械；三是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未按照经
批准的适应症范围依法合理使用医
疗器械；四是违法发布医疗器械广
告，进行虚假、夸大、误导性宣传；五
是其他涉及可用于医疗美容的医疗
器械、药品、化妆品的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全省已检查经营环节805
家次、使用环节583家次，责令改正
12家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3件，将
案件线索移交卫健部门1件。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孙
慧）9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按照省委、省
政府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
要求，我省从9月18日至12月底开
展全省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
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加强我省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主要是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包括开展危险性
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检查、对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项目的企业倒查、对建筑工地消
防安全管理检查、对建筑工地预防高处
坠落事故检查、督促建设项目参保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自查，以及开展建筑工地
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此外，专
项治理行动还要对处于危大工程施工
阶段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施工

总承包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核查，
对今年以来发生安全事故的我省房屋
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企业的建筑业企
业资质实施许可动态核查。

专项治理行动还要强化建筑市场
和施工现场“两场”联动，加强工人实
名制监督管理，查处违法违规市场行
为。省住建厅将会同相关部门在政府
采购、工程招投标等领域积极应用企

业诚信信息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失信
联合惩戒，促进相关责任主体依法诚
信经营。各市县住建主管部门将采取

“红黑榜”等制度措施，督促企业加强
安全生产监管，发生安全事故的相关
责任企业和事故多发类型或部位将被
列为重点监管检查对象，加大检查频
率，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依法严厉处罚并公开通报。

海南省第36期小客车
摇号9月26日举行
个人增量指标9539个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记者良子）9月 22
日，省调控办发布公告，海南省第36期小客车增
量指标配置将于9月26日15时举行。本期配置
个人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9539个，单位普通小客
车增量指标461个；个人及单位有效新能源申请
编码，即申请即配置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海南省第36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申请受
理已按规定时间节点截止。经统计，本期参与小
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人摇号有效编码33618个，
单位摇号有效编码461个。

自9月22日起，申请人可登录海南省小客车
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www.hnjdctk.gov.
cn）查询资格审核结果。

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周活动启动

海口推出乘公交系列优惠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记者郭萃）9月 22

日，海口2021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周活
动启动，活动期间，海口推出一系列乘公交优惠活
动。即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全省已申领海南
省电子社保卡或已办理海南省第三代社保卡的群
众，均可参与“社保卡1分钱乘公交”活动。

海口市民可在“海南一卡通”APP、“海口人
社”APP、“海南农信手机银行”APP、“海南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微信公众号4个官方渠道开通电
子社保卡的“乘车码”（需要开通银联互联网支
付），通过扫码乘车最低可享0.01元优惠乘车，每
月每卡限30笔。或者使用已加载交通功能的第
三代社保卡（需要激活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并开通
免密免签功能）刷卡乘车，最低可享0.5元优惠乘
车，每月每卡限30笔。电子社保卡与第三代社保
卡优惠笔数不共享。

在现场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一台电脑，一部打印机，一个放满
各类表格的文件柜和一张塞有靠垫的
办公椅，构成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
务服务大厅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工
作人员许丁榕的办公空间。9月18
日14时25分，距离上班时间还有5分
钟，她已到岗。

“趁着现在还没有群众过来办理
业务，得赶紧先把之前受理的审批事
项归档。”电脑屏幕亮起，许丁榕紧握
鼠标的手快速移动。想要弄清“琼中
审批服务究竟如何提速”这一问题的
我，也赶紧找了张凳子坐在一旁，开始
了半天的“跟班”体验。

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受理包括

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在内的198个
政务服务事项，算是大厅里最繁忙的
窗口之一。这不，我刚想跟许丁榕闲
聊几句，柜台另一端已有群众落座。

“是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吗？”从这位名叫周超的办事群众手中
接过《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后，许丁榕
很快发现问题：缺少经营场所的布局
平面图。

“您先用笔画个大概。”许丁榕抽
出一张白纸，开始手把手教周超怎样
画。旁边窗口的工作人员张盈盈则起
身拿起其申请材料进行复印，并在文
件柜中翻找起《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
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登记表
等审批所需相关表格。

“我们这是横向联动、接力服务，
既能避免窗口之间忙闲不均，又可以
进一步降低群众办事时间成本。”张盈
盈解释道。

“确实是一分钟都没白等。”周超
顺势搭起话茬。刚刚画完平面图草图
的他，还未放下笔，紧接着又在张盈盈
的指导下开始填写表格。而另一边，
许丁榕正忙着在电脑上对这一平面图
进行规范绘制。

“这活儿看起来挺费工夫啊”“画一
张图得花个十来分钟，但群众办事跑一
趟不容易，我们能帮办还是会尽量帮
办”闲聊之下，我这才发现帮画平面图
纯属审批窗口工作人员的暖心“义举”。

再将视线移至一旁，张盈盈仍然
弓着个身子，指着一份申请材料上的
48个自查选项，她正挨个向周超作解
释性指导。

“服务细致一点好，很多时候其实
不是事情本身难办，而是群众不懂究
竟该如何办。”琼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社
会事务审批室负责人曾亮随口讲起他
自己的“办事难”遭遇，直言正是在换

位思考之下，该局要求窗口工作人员
主动服务、帮办代办，让企业群众“进
一门，到一窗，跑一次”即可办成事。

“一件事”主题套餐、周末‘不打
烊’、“1+N”服务……指着办事窗口对
面的宣传墙，曾亮介绍起该局近段时间
以来接连打出的一套便民“组合拳”。
而当我们再次转身时，周超早已离开。

“他选了一般审批流程模式，等到
工作人员现场踏勘后，我们就可以把
证照给他免费邮寄过去了。”许丁榕扬
了扬手中的快递单，此时距离她受理
该事项正好过去一小时。

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类似
这样的场景又重复上演了数次。一直
到17时，仍有办事群众匆匆赶来。

整个流程得要一个小时，可再过
半小时就到下班时间了。见这位名叫
孙有志的办事群众同样是过来申办
《食品经营许可证》，我在心底估算着：

他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有些意外，许丁榕居然爽快地接

过了他的申办材料。“总不能让群众白
跑一趟。”同样是跨窗联动、多人协同

“作战”，接下来许丁榕和同事迅速跑
动起来，根据孙有志选择的告知承诺
制，分工完成受理、审核、审批、出证等
相关流程。

18时01分，一张崭新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交到孙有志的手中。“耽误
你们下班了，真是感谢。”全程坐在柜
台前等候的他，在服务评价卡上勾选

“非常满意”这一选项后起身离开。
此时大厅里已空空荡荡，许丁榕

终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不料柜
台边的咨询电话突然响起。

“看来‘跟班’体验还没有结束。”
眼看她向电话那一头的办事群众耐心
嘱咐起申报材料注意事项，我只好再
次坐下。 （本报营根9月22日电）

“双减”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海南省中小学
校外培训服务类别审核鉴定指引（试
行）》（以下简称《指引》），指导校外培训
机构规范开展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
服务，防范假借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实际
开展学科类培训服务等逃避监管行为。

根据《指引》，审核鉴定范围为国
家机构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
家财政性经费，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举

办面向中小学生（含学龄前儿童）开展
培训服务的校外培训机构，对开展的
培训服务不能准确区分学科类和非学
科类，自主申请或相关职能部门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要求审核鉴定的相关培
训服务项目。

校外培训机构对其培训服务项
目类别归属有异议的，或相关职能部
门对校外培训服务项目类别归属难
以判断的，或有相关方对校外培训服
务项目类别提出异议的，可向属地教
育行政部门提交申请表及相关佐证
材料，申请对培训服务项目类别进行

审核鉴定。
根据申请，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可组

织专家组进行审核鉴定。专家组由相
关教研人员、学科专家组成，审核鉴定
的形式与内容根据申请审核鉴定项目
的具体情况确定。审核鉴定主要从目
的、内容、方式、评价和师资五个维度进
行评估。审核鉴定完成后，审核鉴定专
家组出具审核鉴定报告，明确“学科类”
或者“非学科类”的审核鉴定结果，教育
行政部门将审核鉴定报告作为对校外
培训机构实施管理监督的依据。

省教育厅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均应建立校外教育培训服务项目
类别审核鉴定机制，对校外培训机
构、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各方提交的
申请材料按程序进行审核鉴定，必要
时可进行现场审核鉴定。校外培训
机构所有培训服务项目均为非学科
类培训服务项目才能将其纳入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在培训服
务项目类别审核鉴定结果未明确之
前，存在争议的校外培训机构暂按学
科类进行管理。

各校外培训机构应当落实主体责
任，杜绝在非学科类培训服务中混入

学科类培训服务项目，规范开展培训
活动，确保对外宣传与实际培训服务
类别一致。校外培训机构如未履行相
关规定或承诺，经查实将纳入法人信
用报告体系，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
招生，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

省教育厅强调，相关职能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在审核鉴定工作中存在违
纪违法行为的，审核鉴定专家在审核
鉴定工作中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营私舞弊或者其他妨碍审核鉴定结果
公正性的，根据具体情形由其上级机
关或者移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海南出台中小学校外培训服务类别审核鉴定指引

严防非学科类培训“挂羊头卖狗肉”

本报记者“跟班”体验琼中行政审批服务受理窗口工作日常

窗口联动帮代办 延时服务暖人心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打击医美乱象

我省启动医美器械专项整治

省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健康提醒

9月7日（含）以来有哈尔滨市
旅居史的在琼人员请报备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
菲 通讯员杨静）9月2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增
3例新冠肺炎确认病例，福建莆田、厦门等地本土
聚集性疫情仍未结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丝毫不能
放松。为切实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要
求，9月22日海南省疾控中心发布防疫健康提醒。

省疾控提醒，9月7日（含）以来有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旅居史的在琼人员，必须第一时间主动向
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备，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
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即日起有以上旅居史的人
员，从口岸入琼需提供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
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未持有核酸检测
证明的，抵琼后在口岸进行核酸检测，并加强自我
健康监测。

密切关注疫情动态，非必要不前往涉疫地
区。鉴于当前疫情形势，如非必要，请不要前往哈
尔滨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等有中高
风险地区或有本土病例报告地区的城市；确需前
往的，在出发前及返琼后均应向所在社区（村）和
单位报备，途中做好个人防护，返琼后配合做好各
项防控措施。

持续关注自己和家人健康状况。双节假期旅
行归来要自我健康监测14天。一旦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等可疑症状，要佩戴
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
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
就诊时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带病上班，
并向单位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

尽快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控
制新冠肺炎传播的最经济有效、最方便的措施，请
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特别是家中有孩子的人员，尽早接
种疫苗，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孩子。

省疾控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继续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做好个人健康防护，继续遵守以下防护
措施：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尤其是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以及在人群聚集、通风不良场所活动时；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不扎堆、不聚集；勤洗手、常通风、少
聚餐、用公筷；进出公共场所应积极配合体温测量、
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定安69岁阿婆家门被堵”后续：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黄荣海）近日，

媒体报道的“海南定安69岁阿婆家门被堵10年，
法院起诉胜诉后仍维权难”一事，引起定安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9月18日上午，定安县公安局组
织督察大队、治安大队、法制大队、翰林派出所协
调涉事双方代表进行调解。

协调会上，经过摆明法律相关条款，再通过理
与情的沟通及引导，双方握手言和，并约定今后互
相谅解。魏家三兄弟承诺今后不再堵阿婆住宅东
侧出入口。双方承诺不再因过往矛盾打架滋事。

据悉，在该事件中，定安县公安局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多次主动上门做当事人的
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释邻里矛盾纠
纷应当以平和的方式解决，通过耐心调解最终达
到化解纠纷、案结事了的目的。

另据了解，经媒体报道后，9月2日，定安县委
政法委已组织公安、法院、司法、翰林镇政府等部
门将阿婆家门前的石块土堆清理干净。

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启动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峰时段 16：00-24：00为 1.13元／度
平时段08：00-16：00为0.73元／度
谷时段00：00-08：00为0.43元／度

其中
长滨西站谷时段0.73元／度

活动期间

截至目前

海口公交共经营32个充电站
建成充电桩352座
枪数量872个

充电桩总功率5.48万kW
面向社会开放充电站27个

海口公交的纯电动车充电保障能力
每日可达 1万辆以上

制
图/

杨
千
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