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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磊

9月18日下午一放学，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保亭中学里，保
亭新国线公交车整齐停放在校园里，
学生们坐上开往各个乡镇路线的公交
车，人满发车，终点为各个乡镇的公交
站点。

“去年底县里开始试行每周五使
用公交车送孩子回到镇里，家长在镇
上公交站点接孩子的措施，这样既方
便又安全，今年则是全面实行。”学生
家长宋金梅说道。

随着一辆辆公交车驶出校园，原

地等车的学生越来越少。“这项举措
从去年疫情后复课开始试行，当时是
为了解决防疫问题，保障学生从校门
到家门交通安全问题。”保亭中学校
长周小华说道。

家住三道镇的黄大力对周末接
送孩子深有感触，每次周五都要骑车
去离家30多公里的保城镇接孩子。

“以前确实很不方便，来回要跑两个小
时，碰上下雨天两个人就被淋透了。”
黄大力说。

在保亭中学上学的学生，有来
自偏远乡镇毛感乡、南林乡等地。
之前每周回家只能乘坐超载的面包
车或者其他车辆回家，交通安全得
不到保证。

“每次放学，保亭中学所在的那条
路会被接孩子的车辆堵到水泄不通，
而且还有很多拉客的摩托车接揽学
生。”保亭县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

如何解决学生交通安全的难点、
堵点？保亭县交通运输管理局联合教
育部门、交管部门、各个学校等多家单
位，协调解决“校门-家门”中小学生
交通安全工作。

记者了解到，乘坐班线公交车的
均为保亭中学寄宿学生，他们每周五
回家，在校园乘车时，根据每个乡镇
正常的票价缴纳车费，每辆车坐满即
可发车，车辆循环往复接驳学生，直
到校园里每一个需要乘车的学生都
被安全送到所需要到达的乡镇站
点。寄宿学生每周日下午由于乘车
时间不定，他们自行选择乡镇班线客
车返校。

“今年开始，我们依托保亭公交等
单位的公共交通车辆，让县里每个乡
镇的公交班次，每周五在保亭中学等
地定时定点接驳学生，从校园送到学
生所在的乡镇，家长们会在乡镇的各
个站点接学生，解决了学生放学安全

隐患。”保亭县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很方便，我觉得很安全，再也不

怕路上下雨，也不用骑家里的电动车
上学了。”一位家在什玲镇的学生告诉
记者。 （本报保城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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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借力公共交通，破解学生放学交通安全难题

公交服务到校 学生安心到家

万宁依法拆除
一烟熏槟榔加工点
销毁槟榔黑果约6000多斤

本报万城9月23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梁振玮 王子华）9月22日，隐藏在万宁市礼纪镇
争来村的一处槟榔熏制黑灶加工点被执法人员依
法拆除，执法人员现场依法没收销毁槟榔黑果约
6000多斤，严厉打击槟榔烟熏黑灶的违法活动。

“传统土灶熏制槟榔产生的槟榔烟，已经成为
影响万宁市空气质量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打
击！”万宁市礼纪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发
现争来村有一槟榔烟熏黑灶加工点后，9月21日
晚礼纪镇便迅速组织控违队连夜查处，同时联合
万宁市综合执法局、万宁市环卫园林局连夜销毁
槟榔黑果约6000多斤。

据悉，礼纪镇严密部署，组织镇村干部、党员
群众、辖区派出所干警、镇“两违”网格员、控违
队等工作人员，对辖区范围内槟榔烟薰黑灶进行
全面排查，加强巡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彻底
打击槟榔烟熏黑灶加工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
违规行为。

三亚两男子为赌博团伙
提供银行卡被刑拘
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冯谋瑞 邢贞峥）
9月23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四支
队获悉，该支队近日破获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涉案金额达
2000多万元。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红沙海岸派出所民警
近日在日常走访中获悉，在辖区某小区内有可疑
人员涉嫌从事网络电信诈骗活动。掌握情况后，
该所迅速组织警力展开排查工作。第二天23时
许，该所民警在吉阳区某小区房间内查获该涉嫌
网络诈骗窝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男，25
岁）、关某（男，25岁），当场查获作案电脑、手机等
物品一批。随后，民警将李某、关某依法传唤至派
出所接受调查。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和关某平时的任
务就是帮助网络赌博团伙收集银行卡，而他们收
集的银行卡账户主要是通过身边的朋友或者网络
购买所得，并将收集到的银行卡卡号、账户等发到
指定的聊天群，随后网络赌博团伙会让“赌客”往
其提供的银行卡中转账充值，当提供的银行卡充
值到一定金额后，涉案资金会被网络赌博团伙成
员转入其他账户。其间，犯罪嫌疑人李某、关某累
计经手的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关某对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李某、关
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要保护好个人银行账户
信息，切勿将个人银行账户信息转卖或转借他人
使用，如造成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依法追责。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学生转
学入读本市学校须知，4类学生可申请
转学，受理转学申请时间为寒、暑假期
间。学校办理转学手续时间为在寒、
暑假结束前一周至开学后一周。

根据须知，烈士子女、公安英模
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符合条件
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申请转学的，可
向市、区教育局提出申请。军人子
女、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分别按照
《海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海
南省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法
（试行）》执行。现役军人子女转学归
口由海口警备区受理，在每年寒、暑
假期间（通常分别在一月份和七月
份）接受申请。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
就读市属中小学校的，通过海口市行
政服务中心教育窗口受理。各区教
育局按规定安排专人负责本区高层
次人才子女转学工作。

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位优
先接收按照政策予以教育优待的各
类型人员子女。非因家庭住址在本
市内跨区或跨镇迁移或非因身体、
心理等不能在原所在学校就读特殊

原因，原则上不受理已在本市城区
中小学校就读学生申请转入同区公
办学校。

须知指出，学籍管理“籍随人
走，人籍一致”。转学不能改变年
级。毕业年级原则上不准转学，但
在毕业年级转回户籍地就读以便
参加户籍地小学或初中毕业学业
考试的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等特殊群体学生，学籍主管部门
可酌情予以办理。

高中转学手续原则上应在新学
期开学前办完，学期中间一般不办理
转学。高一第一学期及高三毕业年
级学生原则上不准转学。但对于高
三毕业年级回户籍地就读以便参加
高考的学生，学籍主管部门可酌情予
以办理转学。严禁普通高中学校的
中外合作课程班以及其他国际课程
班学生转到本校普通班。

根据规定，海口市、区教育局在
官网上公布转学工作要求、流程、学
位供给情况、所需材料、各单位转学
联系电话等信息，每学期结束前，公
布所辖学校各年级富余学位供给情
况，方便家长查阅。

本报博鳌9月23日电 （记者
袁宇）9月23日，海南自贸港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布了乐
城就医无忧暨乐城全球药械创新支
付产品，推出乐城全球药械免息金
融支付服务，打通先进药械和患者
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使用乐城全球创
新药械的患者，可以通过向博鳌乐
城创新商保支付平台申请免息金融
分期服务，最高一年可获得70万元
的免息金融分期服务，一年最高可
节省超过12.6万元的利息。

以医疗器械人工耳蜗为例，人
工耳蜗植入加住院手术费用共约
30万元，部分家庭因费用无法一次
支付，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现在
借助乐城全球药械免息金融支付服
务，患者可将30万元费用通过12
期免息分期支付，每月只需要
25000元就可以先治疗再付款，免

息分期支付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同
时，为患者争取最佳治疗时间。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
乐城，乐城先行区将初步实现医疗
技术、装备现代化的目标。此次推
出乐城就医无忧暨乐城全球药械
创新支付产品，将有助于把乐城的
优质医疗资源带给更多老百姓，

“它有力解决了支付的问题，不仅
仅是保险报销，还有免息金融分
期、药品福利再到医疗服务的一站
式患者服务方案。”

随着创新商保支付模式落地
以及就医无忧产品不断的升级，乐
城先行区也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
的医疗保障体系，让更多患者切实
受益。

截至目前，乐城先行区使用的
未在国内上市的创新药械已达174
个品种，覆盖了肿瘤科、血液科、心

内科、骨科、耳鼻喉科等。乐城全球
药械创新支付基本覆盖了乐城已经
落地的个人使用特许药械，在为患
者扩大可及药械范围的同时，切实
解决患者就医、用药、支付等难题。
博鳌超级医院、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妇幼儿童
医院等也将率先接入该服务，更好
地为患者服务。

镁信健康创新支付及患者服务
事业部总经理冯昊表示，2019年，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和镁信健康共同
设立了博鳌乐城创新商保支付平
台。在此平台基础上推出了乐城就
医无忧服务，包括特许药械创新支
付、免息金融分期、博鳌就医绿通、
陪诊导诊、专家预约问诊等各项服
务，帮助解决患者用新药难的问题，
给急需新特药的患者提供“绿色通
道”，“我们还将进一步探索医疗服
务的升级，服务好患者。”

博鳌乐城创新商保支付平台助力患者就医无忧

诊疗费用可分期 治疗时机不延误

海口教育局发布须知

4类学生可申请转学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 （记者

李艳玫）9月23日，三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发布《三亚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安居房预申报工
作的通知》，现启动三亚市安居房预
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安居房预申报范

围为吉阳区、天涯区、海棠区、崖州
区、崖州湾科技城、育才生态区符
合安居房申报条件的本地居民和
引进人才。预申报条件参照《三亚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
亚市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三府办〔2020〕

148号）执行。
预申报时间为9月25日至10

月15日。安居房正式申报工作预
计11月开始，本次报送《三亚市安
居房预申报登记表》的，在安居房申
报工作正式开始时，其申请档案将
优先予以审批。

三亚明起启动安居房预申报
正式申报工作预计11月开始

两只中华鲎海滩搁浅
儋州多警联动助其回家

本报那大9月23日电 （记者良子 通讯员
范耀文 黄佳）9月22日，儋州市公安局白马井海
岸派出所联合儋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在白马井
镇附近海滩成功救助两只因海水退潮而搁浅的
中华鲎。

当天下午，白马井海岸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
两只中华鲎搁浅在白马井附近的海滩上。接警
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在沙滩上发现两只长度约
50厘米的中华鲎正在沙滩上挣扎，据观察发现，
这两只中华鲎因海水退潮而陷入沙滩中无法正常
爬行至深海区。随后，派出所联合儋州市公安局
森林分局民警将中华鲎带至白马井海岸派出所进
一步观察。派出所民警立即找来水桶，不断为中
华鲎浇灌海水，同时民警还仔细检查这2只中华
鲎有无受伤等情况。经过近2个小时的努力，确
定该中华鲎无大碍之后，最后民警乘坐快艇将两
只中华鲎放回大海。

中华鲎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3至5千克，头
胸甲略呈马蹄形，腹部呈六角形两侧具棘刺，尾部
是一根长的尾剑，也是存活4亿多年的活化石，属
于国家二级水生保护动物，是我国沿海地区的重
要生态物种。

海口警方寻找
两起交通事故知情人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9月23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
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获悉，近日，该中队向社会公开
征集两起交通事故线索，寻找知情人。

事故一：2021年9月12日13时37分左右，
在海口市万华路大天花园附近，发生一起小孩骑
自行车被电动车碰撞摔倒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
发生后，该电动车驾驶员直接驶离事故现场。（电
动车特征：驾驶员及乘车人身穿白色上衣。）

事故二：2021年 8月31日19时左右，在海
口市人民大道海达社区卫生服务站附近，发生
一起老人被电动车碰撞摔倒受伤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该电动车驾驶员扶老人起来后便
离开现场。

海口交警恳请目击事故发生经过的知情
者，向警方提供有关情况。同时敦促以上电动
车驾驶人尽快到美兰交警事故处理中队处理交
通事故。

联系人：林警官 陈警官 13307650777

秋季开学后，白沙七坊镇中心学校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足球、泥塑、书法等特色课后服务。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张成林

从校门到家门，如何保障中小学
生交通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交管、教育、学校等
各个部门联合，依托公共交通车辆，每
周五下午集中进校园，为学生提供从
校门到家门的交通服务。这一主动
作为，既满足了学生乘车需要，又保证
了其交通安全，值得点赞。

当前，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越来
越多的农村孩子选择到城区就读，交
通安全问题随之而来。尤其是周五下
午放学，返家学生大量集中，交通需求
陡增，于是乎，在不少市县的学校门
口，摩托车、面包车等“黑车”便大行其
道，给学生出行带来安全隐患。有些
学生为图方便，甚至违规骑行电动
车。如何保障学生出行安全，不仅关
乎教育公平，还关联万千家庭，是各地

不容回避的民生问题。
学生出行安全隐患的存在，归根

结底，是由于供需错位，交通供给不
足。家长没有时间接送，城区交通本
身有限，也无法做到无缝接送，无奈之
下，学生只好选择骑电动车，或乘更方
便的“黑车”。对此，保亭相关部门没
有置之不理，而是主动谋划、协调解
决，以公共交通车辆解决学生乘车需
求，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值得各地

借鉴。这也启示我们，学生上下学交
通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政府管理不
能缺位。

更进一步看，不仅仅限于周五放
学，如何破解上学乘“黑车”现象，也是
各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不妨
把保证上学乘车需求也纳入日常谋划
中。当然，供给的增多必然导致运力
的紧张，对此，可创新管理方式，比如，
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各校开通

校车服务；再如，可将符合运营条件的
社会车辆纳入统一管理，与驾驶人及
学校等各方签订安全责任状，发放统
一车辆标识、标牌。

学生安全无小事。在严打交通违
法行为的同时，如何与时俱进，保障学
生上下学的交通需求、安全，考验着各
地的管理智慧。希望各地能够多一些
主动作为，在创新管理中拿出更多硬
招、实招，确保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主动作为才能护航学生安全

住房

医疗

学生周五放学后，乘坐公交车回家。 保亭中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