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民服务

海口市民政服务热线
12349并入12345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
日报记者11月16日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即日
起海口市民政服务热线12349并入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

该举旨在以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一个
号码服务企业和群众，并根据《中共海口市委办公
室印发海口市关于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立

“直通联办”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办发
〔2021〕33号）、《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海府办函〔2021〕165号）的要求实施。

“儋州杯”2021年海南省男子足球
超级联赛收官

海南红色战车队夺冠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

近一个月的角逐，“儋州杯”2021年海南省男子足
球超级联赛近日在儋州一中结束。最终，海南红
色战车佳宁娜队、虎跃海师大队和儋州佳正队分
获前3名。获得第4名至第8名的是海南韦海英
队、万宁队、海南大学队、中海队和三亚队。

组委会评出了一系列最佳奖项，虎跃海师大队7
号李开科获最佳球员，红色战车队1号杨宁获最佳守
门员，红色战车吕正天获得最佳主教练。最佳射手由
红色战车队58号蔡盈获得。最佳裁判员为朱晓东。

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共有8支球队参加本次比
赛，进行了28场角逐。参赛球队分别是海南韦海英
足球俱乐部恒润实业队、海南红色战车足球俱乐部佳
宁娜队、三亚情豪足球俱乐部三亚市代表队、海南中
海足球俱乐部、海南岁月明星俱乐部新温泉海南大学
足球队、儋州市足球协会、海南虎跃足球俱乐部海南
师范大学队、海南万宁腾骥俱乐部口味王足球队。本
届比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均在儋州举行，此外，儋州
市足球队的7场比赛均在儋州一中足球场举行。

本届联赛由省旅文厅主办，省体育赛事中心、
儋州市旅文局和省足球协会承办。

体育赛事

我省开展“防范新型毒品对青少年危害”
巡回宣讲活动

为青少年筑牢禁毒防线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省禁毒办联合省教

育厅在海南大学举办2021年海南省“防范新型毒
品对青少年危害”巡回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近年来，‘蓝精灵’‘小树枝’‘邮票’等新型毒
品悄然伪装传播，对青少年危害极大，引起社会公
众广泛关注。”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型毒
品既有含芬太尼类、卡西酮类、合成大麻素类新精
神活性物质的“毒巧克力”“毒糖果”“娜塔沙”“小
树枝”，也有含苯乙胺类、色胺类新精神活性物质
的“毒邮票”“零号胶囊”……个别品种过量吸食可
能导致休克、窒息甚至猝死，还易诱发肇事肇祸问
题。新型毒品形态各异、五花八门，极具伪装性、
隐蔽性和迷惑性，极易对青少年造成诱惑和危害。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开展是为落实中央宣传
部、国家禁毒办等10部委联合制定的《防范毒品
滥用宣传教育活动方案》，结合公安队伍学习教育
整顿活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活动紧紧围绕“防范新型毒品对青少年危害”
这一主题，通过专题讲座、仿真毒品展示、参观宣
传展板、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青少年学
好禁毒知识，提高对毒品巨大危害性的认识。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将在全省各高等学校、省
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中学举办200场，旨在教
育青少年学生清楚地辨识新型毒品，清晰地了解
新型毒品危害，清醒地拒绝新型毒品诱惑，为青少
年筑牢第一道防线。

禁毒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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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台融合全媒体资源
共享会明日举行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陈雪怡）由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联合主办
的2022年报台融合全媒体资源共享会将于11月
18日在海口举行。会上将揭晓两大传媒集团
2022年的新产品和新项目，为客户带来众多惊喜。

传媒行业深度变革时代，媒体融合势不可
挡。在2021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集团）初试融合经营的基础上，2022年报
台两大集团将进一步融合发展，强强联合、优势并
发，以期整合优化更强资源，创新酝酿更多价值
IP，共同迈向更好的深度融合。

据悉，本次活动将围绕报台两大集团2022年
融合发展规划，采取各种创新的发布形式，全面展
示报台融合的“美美与共”，为市场客户提供整合
营销服务，开拓多元商业变现，探索更多合作共
赢。届时，将有来自省直各厅局、各市县、省内各
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共约400人参会。

媒体融合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梁
振君 邱江华 通讯员李京赟）省政府
网11月15日公布了《海南省社会保
障卡一卡通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
我省推动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

“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社会保障卡
遵循统一标准、统一规划、一人一卡、
一卡多用、全省通办、全国通用的基本
原则。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
施行。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保障卡，是指
由国家统一规划，授权加载国徽，省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合作金融
机构面向个人发行，具有身份信息识

别、公共管理、信息记录、自助查询、业
务办理、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等
一卡通应用功能，以及现金存取、转
账、消费和缴费支付等金融应用功能
的多功能民生服务卡，是政府公共服
务、社会治理、智慧城市、社会便民服
务的一卡通载体。

社会保障卡包括实体社会保障卡
和电子社会保障卡两种形态，具有同
等效力。电子社会保障卡是社会保障
卡电子证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持卡
人线上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电子凭
证、缴费结算工具，按照全国统一标准
实行统一签发、统一管理、统一验证，

与实体社会保障卡一一对应、唯一映
射、状态相同、功能相通、全国通用。

社会保障号码在全国范围内每人
唯一。持有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
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中国公民，社
会保障号码采用十八位公民身份号
码。没有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或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中国公民、外国
人，社会保障号码按照全国统一规则
编制。

我省户籍人员或享有我省公共服
务权益的其他人员（以下简称申领人），
均可申领社会保障卡。享有我省公共
服务权益的其他人员是指在我省享受

政府履行职责过程中提供的就业创业
服务、社会保险服务、人才服务、教育服
务、财政惠民补贴待遇发放、住房公积
金服务、交通优待等公共服务的中国公
民（含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和
华侨）和外国人。具体范围以政府部门
提供的享有本部门公共服务权益的人
员信息或认定结果为准。

申领人可以自行通过省一卡通中
心、市县一卡通机构、合作金融机构或
海南省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海南一卡
通App、合作金融机构网上服务渠道
等网上服务平台及自助终端申领社会
保障卡，或通过工作单位、就读学校、

居（村）委会等单位代为申领。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具有身份信息

识别、公共管理、自助业务查询和办
理、缴费、待遇发放等基本功能，以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城市交
通和公共服务、旅游文化、工会会员服
务、志愿者服务、本地居民优惠、金融
服务、其他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务管理
等应用功能。

社会保障卡加载财政惠民补贴待
遇、校园服务、交通出行等一卡通应用
功能，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等
部门另行规定。

《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管理办法》出台，明年起施行

实体卡和电子卡具有同等效力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崔梅
丽）海南日报记者11月16日从海口
市秀英区获悉，为让市民买到新鲜、
实惠的菜品，共同守护好市民菜篮
子，秀英区在海玻农贸市场、长流市
场、向荣农贸市场、秀英区农贸市场
（小街）、海秀供销社市场、港丰农贸
市场以及五源河农贸市场等7家农
贸市场推5种保供惠民特价菜，协调
支持批发商以2.5元/斤的批发价格
供给农贸市场，市场的摊位经营者的
售价统一不超过3.5元/斤。

当天上午，港丰农贸市场内十分

热闹，不少市民在选购当天的新鲜菜
品。家住附近的蔡先生来到经常光
临的摊位前，挑选了苦瓜以及西兰
花、西红柿。蔡先生一年前从汕头来
海口跟女儿一起生活，每天都和老伴
儿到港丰农贸市场买菜，秀英区推出
的特价菜让他享受到实惠。“苦瓜、蒜
苔和西芹都是我们家餐桌上常见的
菜，质量好，价格实惠我就多买点。”
蔡先生笑着说道。

“特价菜质量很不错，这几天都
很热销，如苦瓜，之前因为进货价高
卖到了七八块一斤，导致无人问津，
现在三块五一斤，每天都很快卖完。”

摊主王先生说，自从秀英区推出保供
惠民特价菜后，西芹、尖椒、青椒、蒜
苔、苦瓜等5个蔬菜品种均卖3.5元
一斤，不仅市民得到实惠，摊主的生
意也越来越好了。

“每天中午12点前我们将摊主
需要采购的特价菜数量反馈给相关
部门，由他们协调批发商，统一按
时、按量、保质配送。”港丰农贸市场
管理方相关负责人周德华介绍，作
为管理方，竭尽全力协助摊主与政
府、企业之间的对接，全力做好5种
保供惠民特价菜工作，并加强巡查，
督促摊主明码标价，按照政府的倡

议价进行售卖。
“我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在

严格督导落实22种基本蔬菜销售目
标价的同时，选出5种蔬菜品种，通
过政府专项补贴，切实降低农贸市场
批发价和销售价，让特价菜惠及辖区
更多居民。”秀英区稳价办负责人龙
志敏表示，为确保5种特价菜零售能
真正落到实处，市民能真正得到实
惠，后续秀英区将继续加大督查力
度，督促辖区各农贸市场严格执行，
并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及时调整，让市
民买到新鲜、实惠的菜品，守护好市
民“菜篮子”。

海口秀英区7家农贸市场推出5种特价菜
零售价统一不超过3.5元/斤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习
霁鸿）海南日报记者11月15日从海
口市水务局获悉，“椰城水资源”小程
序已上线，用户可通过该小程序进行
2022年用水申报。

根据今年出台的《海口市计划用
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6
月1日起，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
户和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
用水户（以下统称“计划用水户”）实行
计划用水管理。

计划用水户应当于每年12月1

日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
度用水计划指标申请；新增计划用
水户应当在用水前30日内提出本年
度用水计划指标申请。因 2022 年
为第一年申报，现所有用水户都是
新增计划用水户，务必于12月1日
前进行申报，否则将影响下一年度
正常用水。

今后，非居民用水户超出计划
用水部分将被加价收费。加价水资
源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代收；加价
水费由供水企业收取。存在超计划

用水的，收取单位应当向超计划用
水的计划用水户下达超计划用水通
知书。

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户超
计划用水的，超过部分除按照规定
价格缴纳水资源费外，还需按照下
列标准缴纳加价水资源费：超出月
度计划用水量不足 20%的水量部
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一倍征收；超
出月度计划用水量20%及以上、不
足40%的水量部分，在原标准基础
上加两倍征收；超出月度计划用水

量40%及以上水量部分，在原标准
基础上加三倍征收。

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
用水户超计划用水的，超过部分除按照
规定价格缴纳水费外，还需按照下列标
准缴纳加价水费：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
不足20%的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
0.2倍缴纳；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20%
及以上、不足40%的水量部分，按基本
水价的0.5倍缴纳；超出月度计划用水
量40%及以上水量部分，按基本水价
的1倍缴纳。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
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
966123

海口2022年用水申报开始

非居民用水户超计划用水将加价

3.领取医疗保险待遇、财政支付个人工资和津补贴、财政惠民补贴、政府人才津贴、扶贫资金、
退役军人事务补贴、住房公积金、大学生中西部计划志愿者补贴及其他各类政府补贴等待遇

4.享受现金存取、转账、消费及移动支付等便民金融服务
5.规定的其他服务事项

美丽乡村扮靓
环岛高铁沿线风景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乌烈镇道隆村乡村公园，一列
动车从旁边飞驶而过。近年
来，海南加快环岛高铁沿线环
境整治和景观建设，居民游客
出行目之所及多为美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持卡人可持卡办理下列一卡通服务管理事项

1.一卡通办、一网通办各项政府公共服务、政务管理事项
2.联动查询群众资质证明、公民信用信息和其他个人权益记录，共享政务信

息资源
3.医疗健康服务全过程全业务的身份识别、医保个人账户费用结算、全省及

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就医信息服务、居民健康服务
4.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办理旅客住宿登记
6.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职业资格考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各类考试报名及考试身份核验
7.交通运输、旅游景区、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健身场所等本地居民优惠，以及儿童、学生、老年人、退

役军人、残疾人、志愿者、工会会员等群体优惠
8.国家或我省规定的旅游服务、文化服务、教育服务、生活消费、免税购物、工会会员服务、实名注册

志愿者服务、住宅小区管理服务等其他服务事项

以上一卡通服务管理事项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执行，逐步开通

持卡人可享受下列金融服务及基于金融功能的相关服务

1.缴纳个人税费、社会保险费，以及煤电水气费、交
通违章罚款等公用事业缴费和行政罚款

2.领取就业创业补贴、社会保险待遇、三支一扶补
贴、农民工工资等各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待遇

制图/杨千懿

三亚开出高层民用建筑
消防行政处罚“第一单”

本报三亚11月16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莫文彬）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6日从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获
悉，该市崖州区一小区物业单位安排
不具备相应条件人员在消防控制室值
班。消防部门对其开出了《高层民用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后三亚
市的首例罚单，根据规定对该物业管
理公司罚款1000元。

据了解，为加大高层民用建筑消
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查处力度，近
日，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高层民
用建筑消防安全整治行动。检查中，
三亚消防监督员发现辖区内一高层住
宅小区内物业单位安排不具备相应条
件的人员在消防控制室值班，监督员
立即约谈物业相关负责人，并告知其
违反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消防控制室
值班操作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
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之规定，责令物业立即更换有资质的
人员值班。

同时，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未按照
规定落实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或者
安排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人员值班
的”，依据《规定》对该物业管理公司
罚款1000元。

下一步，三亚消防部门将全面排查
辖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督促辖区
高层建筑物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严
格按照新规定查处违规行为，为辖区营
造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