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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实事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符志敏）

“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不用担心天黑路
滑摔跤了！”10月29日上午，在海口市
秀英区石山镇美岭村逢春村民小组，
60岁的村民马家传指着路边崭新的
一排太阳能路灯开心地说道。

今年以来，秀英区广泛深入群
众，体察民情、听取民意，为民办实
事、办好事，通过为辖区各个村庄安
装新型太阳能路灯，切实解决农村
地区群众夜间出行难题。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逢
春村的村道上看到，道路一侧，一排
蓝白相间的路灯整齐排列着，守护
着村民的夜间出行。“村中过去用的
是交流电路灯，不仅耗电多，而且经
常坏。从今年年初到6月份，已经快
半年没亮灯了！”马家传说，村道很

窄，加上夏秋季节雨水多，到了晚
上，路又黑又滑。“我们老年人骨头
脆，眼神也不好，一摔跤难免要卧床
几个月，所以这半年到了晚上我基
本不出门。”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村小组经
过调研后，决定为村里安装太阳能
路灯，节能环保、安全耐用，而且维
护费用低。”逢春村民小组组长陈德
英说，今年6月他们向石山镇政府申
请资金支持，镇政府在经过实地考
察后，拨付10万元资金用于太阳能
路灯安装，“资金到位后，我们立即
组织太阳能路灯的安装施工，经过
一周时间，31盏路灯全部安装到位，
并于今年8月初投入使用。”

村道重新亮堂起来后，村里的
老人们每天晚上都出来散步活动筋
骨，“现在，每天晚上7点路灯就亮

了，照得整个村子亮堂堂的，我们晚
上也爱出门活动了，这感觉真好！”
马家传笑着说。

同样，在秀英区永兴镇永德村
陈安村民小组，80岁的王阿婆提起
村里的新路灯，也是兴奋不已，“亮
起来好啊！晚上走路不害怕，更安
全！我们看见路灯亮了好高兴！”指
着身边的路灯，王阿婆竖起大拇指
不停地夸赞。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
市秀英区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积极响应群众诉求，及
时协调相关部门对辖区村庄的夜间
难出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于今年
下半年为多个村庄的村道安装了太
阳能路灯，方便群众出行，切实解决
群众实际困难，提升广大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海口琼山大道中段道路积水、排污不畅苦民已久

群众有愁盼 部门有回应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老板，帮我拿瓶矿泉水。”
“好嘞，马上拿给您。”11月 1日中
午，海口市八灶街上经营一家小
商铺的黎惠正在忙着招呼客人。
最近，她经营的小商铺生意明显
好了很多，而这得益于八灶街的
正式通车。

“路通了，车流量和人流量都
多了，光顾小店的顾客自然也增
加了。”黎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当天中午，记者在已通车的八
灶街看到，路面宽敞整洁，安装有
路灯、指示牌、红绿灯、监控探头等
设施，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道划
分清楚，人车分流，有序通行。

据悉，八灶街两头分别连接

玉河路、新港路。而八灶街道路
工程通过新港天桥连接新港路，
向南连接玉河路，经滨河路可以
连接到龙华路，串联起龙华区几
个人口稠密的区域。

此外，八灶街北往南方向在
路口处有四条车道，分别可以左
转往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直行
往新港路方向、右转往滨海大道
西往东方向。除了从八灶街通行
往其他路段外，新港路也可以直
行通往八灶街。

八灶街通车，“通”的不仅是商
户的生意，更是周边市民的出行。

“从家到单位，直线距离不到2
公里，以往得绕一大圈，路程多了
近一倍。”家住渡海路椰城花园的
陈先生在玉河路上班，此前因为八

灶街修路，陈先生则选择从龙华路
绕行，如果遇到上下班高峰，在路
上的时间就更长，“现在通车后，走
新港路、八灶街再到玉河路，基本
是一条直线，通行时间减少不少。”

此外，记者还在新港路与滨
海大道交叉口一侧看到，原先设
置的白色低矮护栏也已经拆除，
电动车可以在等待红绿灯后直行
通过路口。“以前想从新港路通过
路口后去八灶街，要绕道滨海大
道后掉头才可以，有时候赶时间，
骑着电动车直接从新港天桥底下
穿行，实在危险。如今通车了，红
绿灯也亮起来了，节省时间不说，
安全系数也提高了。”海口市民林
先生说道。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海口龙华区八灶街通车，路通财通市民商家皆大欢喜

通了一条路 大家有出路

海口秀英区多个村庄村道装上太阳能路灯

路灯亮起来 民心暖起来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刘
梦晓）“只要雨势大点，小区门口必
然积水，行人、车辆进出都困难。”11
月1日，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琼山大
道的天鹅湾小区，住户邓女士向海
南日报记者反映，该小区北、东、南
三侧的道路一到雨天就出现积水严
重的情况。

天鹅湾小区住户们遇到的糟
心事不止雨天道路积水这一件。
住户陈先生介绍，小区的排污也存
在问题，“排污管道还没跟市政管
道连接上，有时候会溢流到路上，
味道比较难闻。”

记者走访后了解到，雨天道路
积水和排污不畅两个问题，普遍存
在于琼山大道中段。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已经规划了相应的项
目。针对琼山大道片区道路积水问
题，江东新区管理局建设统筹部负
责人介绍，为解决天鹅湾小区周边

道路积水问题，江东新区管理局于
2020年已计划建设天鹅湾小区北侧
规划六号路延长线项目。该项目前
期因为土地拆迁、资金等问题，工程
建设进度缓慢。目前，相关问题正
在加速推进，争取全部工程于明年4
月完工。

“该项目设计2条雨水方沟，承
接天鹅湾小区及周边区域雨水，自西
向东排入现状大良溪，全部完工后，
一定程度上可缓解道路积水问题。”
该项目施工单位海口江东新区开发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排污困难的问题，江东新
区管理局建设统筹部负责人介
绍，在江东新区成立以前，20世纪
80 年代新建的小区，都是自建污
水处理设施，市政污水管网配套
没有跟上，小区的污水排放不规
范，导致出现很多遗留问题。该
负责人说，“江东新区将启动琼山
大道中片区、琼山大道南片区、灵

山片区污水整治项目建设工作，
建成后，片区内小区等单位的污
水管道和市政污水管网连通，彻
底解决三个片区过去一直残留下
来的排污问题。”

据了解，该项目范围北起白驹
大道，南至环岛高速铁路，西至滨
江东路，东临海文北路，主要对区
域内的市政雨、污水管网，区域内
已建小区、单位等经营性质排水
户进行整治。项目建设包括琼山
大道污水管道连通工程、坡上西
村及江东枫叶学校、天鹅湾等用
户接户改造、雨污分流改造文雅
村及大陈村等排水户错接混接
点、灵山片区新大洲大道绿地城
污水管道改造、琼文大道合流管
道截污改造等内容。

目前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
批复，且已编制完成初步设计及概
算，已进展到前期审批阶段，预计
2021年底开工建设。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11月13日举行
考生须于考前7天进行每日健康打卡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海南省2021年下半年全国外语水平考
试将于11月13日举行。省考试局11月1日发布
通知，要求考生从考试前7天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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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考试安排，本次考试考点设置在海南大
学10号教学楼，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部分。
笔试时间为11月13日9时至11时20分，考生入
场时间为8时30分至8时45分；口试开始时间为
13时15分，考生入场时间为12时45分至13时
15。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

省考试局要求，考生进入考点须佩戴口罩，扫
描海南省健康一码通二维码，打开个人健康码供
考点工作人员核验，经过测温后方可进入考点警
戒线内，进入警戒线后，考生严禁擅自摘除口罩，
考试期间身体如有不适可举手报告监考员。

更多有关本次考试的疫情防控要求、考生守
则、违纪处理办法等内容，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
方网站查询。

我省检查1000多家
儿童化妆品企业
责令29家整改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苏庆明）今年3
月以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省范围开展了儿
童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截至目前，已检查儿童化
妆品生产企业4家、经营企业1611家，责令改正
29家，促进行业规范经营，保障儿童权益。

据了解，活动以商场、超市、母婴店、儿童理发
店和幼儿洗浴场所等为重点场所，重点检查主体
资格、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管理制度落实、化妆品
标识标签是否齐全、储存条件、产品保质期、是否
有自制化妆品等内容，及时纠正儿童化妆品与

“消”字号产品混淆的问题，严厉查处经营“三无”、
过期和自制化妆品等违法行为。

海口40家农贸市场
全面普及全生物可降解袋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郭萃）截至10
月底，海口全市农贸市场累计集中采购全降解袋
1300余万个，全市主城区40家农贸市场已全面
普及使用全生物可降解袋，成为率先实现市域范
围内全面普及规范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省会城
市。这是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农贸市场禁
塑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的。

此次推进会旨在巩固提升农贸市场前期集中
采购可降解塑料袋行动成效，进一步强化农贸市
场禁塑政策宣传力度，将农贸市场全面普及可降
解塑料制品工作引入纵深开展。会上，省塑料行
业协会对禁塑知识进行了集中宣讲和视频宣传，
农贸市场代表、志愿者代表分别发出倡议，并对模
范带头普及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的农贸市场发放定
制质量较好且可循环使用的环保布艺购物袋实物
予以奖励，通过奖励持续扩散宣传，提升市民对推
广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的认识，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形成全社会禁塑共识及良好氛围。

据了解，海口市商务局将农贸市场禁塑工作
作为“查堵点解难题促发展”重点工作，采取“政府
牵头组织推动、成立市场业主批量采购代表团、供
销双方洽商竞价”及“生产商以集采价供应、市场
开办方以零利润发放经营摊主、摊主向末端消费
者提供全降解袋”等做法大力推进禁塑工作，并探
索出“批量采购+零利润分销”及实物奖励等创新
模式，最终实现全市主城区40家农贸市场全面普
及使用全生物可降解袋。

一版延伸

海口丘海大道塌陷
加速修复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陈敏）11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水务局
排水中心获悉，秀英区丘海大道路面塌陷1日晚
上即可完成主体工程并回填，争取2日早高峰前
恢复丘海大道东侧抢修段2车道通行。

据介绍，10月30日晚，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
道华信物流城南往北方向的路面出现一处塌陷，
经调查系雨水方沟超期使用所致。海口市水务局
排水中心当晚开始修复工作。

丘海大道雨水方沟建于1993年，分别位于
东西两侧的机动车道下，结构为浆砌片石沟墙和
钢筋砼盖板，流向均自南向北排入杜鹃路排洪
沟，使用年限为25年，是海口市区一条主要的雨
水排洪沟。由于该段雨水方沟已超使用年限，且
丘海大道车流量较大，重型货车较多，长期的碾
压导致浆砌片石雨水方沟沟墙损坏，从而造成路
面脱空塌陷。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李京赟）11月1日召开的海
南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制度新
闻发布会透露，我省调整优化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制度，新出台的专用账户制
度实施细则，重点在小微企业专用账户
开立方式、人工费用比例等方面予以调
整优化。明确了施工合同额在300万
元以下或作业工期不超过1个月的可不
开立专用账户。

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邵
民生在发布会上透露，新的实施细则分
门别类量化了人工费用标准，即一般房
屋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不低于20%；装配式建筑不低于
15%；市政工程（不含园林绿化）、交通
运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不低于10%；
和目前实施的人工费用拨付比例相比，
这次降幅最大下降了15个百分点，将有
效降低工程建设企业资金压力，减轻企
业负担，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优化营
商环境。

此次相关政策调整后，工资保证金
的存储范围、比例和减免上与以往的规
定有哪些不同？

据介绍，新政细化了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制度适用范围。根据《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工资保证金适用于工
程建设领域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实施
细则在我省工资保证金政策基础上，增
加了农田建设、渔港及海洋牧场建设项
目。同时，考虑到工程建设领域工程项
目具体情况差异很大，从兼顾效率与公
平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小额工程作出
安排。为此，对施工合同额低于300万
元的工程，且相应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在
签订施工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
发生工资拖欠的，免于存储工资保证
金。

减轻企业负担。针对以前要求建
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和
劳务分包单位都要存储工资保证金的
问题，为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实施细则
明确，工资保证金存储主体是工程的施
工总承包单位，除此之外，其他主体均
不再存储，从制度上清除层层加码增加
企业负担的问题。关于存储比例，规定
施工合同额1亿元以下的，按2.5%存
储，存储金额不超过200万元；施工合
同额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按2.0%
存储，存储金额不超过600万元；施工
合同额5亿元以上的，按1.5%存储，存
储金额不超过800万元。增设了守法
诚信激励政策，连续2年未发生拖欠工
资并按规定落实相关制度的，新增工程
项目减免70%、80%、90%，连续3年的
全免。

解决企业流动资金占用。以往各
市县存储工资保证金，很多都是要求企
业将资金存储在当地监管部门设立的
财政专户，这种模式既占用企业流动资
金，也容易形成资金沉淀，有的施工企
业甚至历经多年后“忘记”还有资金存
在财政专户。为此，实施细则明确由施
工总承包单位自主选择经办银行，并在
自有银行账户办理存储工资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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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李京赟）《海南省农
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管理办法》近
日印发实施。根据该办法，我省将
设立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省级
周转金由省财政和省总工会共同
筹集。省财政和省总工会各安排
5000万元，共筹集资金1亿元。

地方周转金由全省各级财政
列入年度预算，各市县（区）政府要
严格按照地级市不少于500万元、
县级不少于200万元的标准储备
周转金。周转金使用对象为在本
省内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周转
金垫付后，应及时补齐不足。

对依法查处具有劳动关系的
农民工欠薪案件，属下列情形之
一，并有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的，可动用地方周转金先行垫付农
民工工资，保障被欠薪农民工临时

生活和返乡途中费用：用人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工程项目负责人隐匿、
逃逸，导致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一
时难以支付且影响其生活的；因用
人单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致使农
民工被拖欠工资难以支付而影响
社会稳定的；企业进入破产、解散、
被撤销清算程序，致使农民工工资
被拖欠，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经
本级政府批准的其他因欠薪需要
应急垫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形。

地方周转金不足的（未按规定
筹措造成不足、垫付后未能及时追
偿造成不足等情况），地方政府可
以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
请省级周转金，由省人社厅、省总
工会审批同意后发放。省级周转
金按规定垫付后，地方政府应于
90日内足额返还省级周转金垫付
的金额。

我省设立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
其中省级周转金1亿元

农民工被欠薪
周转金先垫付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美岭村逢春村民小组村道装上了太阳能路灯。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11月 1日，丘海大道路面塌陷处，工作人员
正在砌井室。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