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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张
江波）12月1日12时16分，江西省萍
乡市参保人刘女士在海南省中医院
特殊门诊看病取药，通过国家异地就
医结算平台，完成跨省直接结算。刘
女士医疗总费用465.19元，统筹基金
支付115.63元，个人账户基金支付

349.56元（含年度内起付线300元），
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70%。这
是全国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启动以来的首例结算，意味着
全国试点迈出关键一步。

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
署，全国医保系统继住院医疗费用、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跨省异地直接结
算之后，积极推进门诊慢特病费用跨
省异地直接结算。今年11月 30日
晚，海南等地在全国率先开通门诊慢
特病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11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深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

结算的措施，要求有序开展高血压、
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排异治疗5种
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明年底前覆盖所有统筹地区。目前
全国其他试点地区也在紧锣密鼓推
进，测试通过后将陆续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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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开刚

“嘀！嘀！……”12月3日早上
10时许，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在
G9811中线高速公路琼中互通与海
榆中线交叉路口突然响起：一辆在海
榆中线上直行的“泥头车”在减速之
余，连续鸣笛提醒一辆刚驶离高速的
小轿车注意避让。

地方道路上行驶的直行车辆小
心翼翼，逆向转弯驶入、驶离高速的司
机心惊胆战，这样的场景在全省不少
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处都可以看到。存
在交通冲突点、安全隐患突出、影响通
行效率、易拥堵……随着交通流量增
加，部分互通立交的问题逐渐浮现，海
南日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隐患多
与地方道路存在交通冲突

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省
人大代表反映，琼中互通自2018年
启用以来，随着交通流量明显增加，
交通事故率逐年上升。

“我们单位有一辆车，从琼中互通
下高速时被撞了。”琼中县交通运输局
公路岗负责人田瑞涛介绍，琼中互通
是半苜蓿叶形互通立交，高速公路互
通匝道与地方道路平面相交，存在交
通冲突点，“有冲突点就会有安全隐
患，近年来随着万洋高速、山海高速建
成通车，如今琼中互通的车流量大增，
安全隐患更突出了。”

G98环岛高速公路大坡互通也
是典型的半苜蓿叶形互通立交，同样
存在上下高速公路车辆与地方道路

行驶车辆冲突的问题。
“三个方向的来车都交汇在大

坡互通与昌江大道交叉路口，不仅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还容易拥堵，
去年清明节当天，这里堵了一个多
小时，排起几公里长的车龙。”负责
大坡互通等路段日常巡逻管理工
作的昌江交警大队高速中队辅警
吴焕禄说。

刚驾车从G9812海文高速公路
潭牛互通立交驶出的网约车司机庄
成也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从此处通
行要格外小心。“海口往文昌方向的
出入口临近村庄路口，骑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的村民多，一不小心就容易
酿成事故。而如果从潭牛镇方向驶
来从此处上高速回海口，左转又与直
行车辆冲突，不安全。”

G9812海文高速公路大致坡互
通立交虽然将上下高速公路的匝道
分开，形成一个简易菱形互通立交，
但因为与地方公路平面交叉，加之临
近大致坡镇墟，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和车辆拥堵。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G98环
岛高速公路大丰互通、狮子岭互通、
定安互通等也存在类似问题。

题难解
采取多种措施 效果并不明显

“我们在海榆中线设置了三道减
速带，因为这段路比较直，直行的车
辆车速较快，高速上下来要左转的车
辆比较危险，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记
者在琼中互通看到，当地交警部门在
现场设置了一个交通安全执法服务

站，在该服务站执勤的一位辅警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为了减少安全隐患，
他们也想了不少办法，但是实际效果
并不明显。

田瑞涛说，当初琼中互通建设
时，因资金、用地、工期等原因导致在
设计过程中无法考虑全面，计划是通
过标识标线、警示警告来尽量规避安
全隐患。近期他们又在互通交叉路
口安装了路灯，以提高晚上车辆通行
的安全性，但实际通车3年来，安全
隐患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希望能尽快启动改造工作。

那么相关互通立交的改造工作
进展如何？记者查阅今年发布的《海
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发
现，G98环岛高速大坡互通、大丰互
通，G9811中线高速琼中互通3个现
有的高速公路互通立交纳入了改造
项目，并提出要研究改造G98环岛
高速保港互通项目。

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
院四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成家胜表
示，半苜蓿叶形互通立交具有占地
少、投资小、工期短等优点，如果交通
量不是很大的话，是可以满足需要
的，这也是其之前被很多地方采用的
原因。而目前要改造的半苜蓿叶形
互通立交，多是各市县的主要高速公
路出入口，其交通量大，又承担了的
地方门户功能，需要更加安全高效的
高速公路出入口。

呼声高
盼互通立交加快升级改造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各相关市

县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对高速公路
互通立交的改造都比较积极，曾有多
位来自地方的省人大代表，连续数年
提出了关于大坡互通、琼中互通、定
安互通等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升级改
造的建议。

今年11月，琼中也给省交通运
输厅发了关于琼中互通改建项目用
地的承诺函。琼中承诺：在项目开工
前解决项目占用基本农田问题，将项
目用地纳入该县国土空间规划，安排
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建设单位完成办
理项目环评、用地、用林等审批问题，
解决项目征地拆迁问题。

“大坡互通立交改建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评估会议预计于12月7日
召开，如果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获
批，距离项目正式开工就又近了一
步。”昌江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柯
亮说。

不过对于具体开工时间，作为大

坡互通立交改建工程业主单位的省
交通工程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会议后，需
等发改委批复才能进入勘探设计阶
段，而初步设计出来后还需要批复才
能确定最终的建设规模，因此具体开
工时间还未定。

成家胜表示，除了大坡互通改建
之外，省里近期会新建水潮互通疏解
琼中互通的交通问题，而定安互通等
需要改造的各市县高速公路主要互
通立交，则会随着已经纳入《海南省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
G98环岛高速海口至博鳌段改扩建
工程、G98环岛高速海口至儋州段扩
容工程、G98环岛高速海口段扩容工
程等改扩建工程的实施，从原来的普
通互通立交，变成没有平交口的枢纽
型互通立交。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我省高速公路部分互通立交存交通安全隐患、易拥堵

隐患互通盼变通

第二届健康管理（海南）创新大会召开

推进海南自贸港
健康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习霁鸿）12月5
日，2021年第二届健康管理（海南）创新大会在海
口召开，近千名健康管理领域从业者参会，共商健
康产业发展。

会议设1个主会场、6个分论坛，以健康体检
质控为主议题，围绕精密体检、肿瘤早筛适宜技术、
功能医学、慢病管理、心血管及胸痛中心建设最新
的前沿技术、临床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最新进
展及海南健康产业发展的热点问题，交流新理念、
新思想，引领技术攻关，促进科技创新，推动健康管
理适宜技术转化推广。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智慧中
医健康状态评估车，通过智能设备，十余分钟就可
生成具有针对性的中医健康状态评估报告。

会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人民
政府支持，珠海万国世纪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海南
国际经济发展局、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澳门健康管
理协会、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联合主办，珠海万
国世纪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海南省医疗质量控制
办公室、海南省医学会、海南省胸痛中心联盟、海
南省健康管理协会联合承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推进海南自贸港健
康产业发展，加深海南与澳门及国内健康管理学
科合作及产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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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举办房地产政策宣讲会

面对面答疑解惑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

本报临城12月5日电（记者张文君）12月3
日下午，临高在县城金澜湾小区举办房地产有关
政策宣讲会，宣讲政策，介绍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
问题化解情况，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切实解决
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事。

据了解，金澜湾项目存在土地出让用途与实
际报建及审批用途不一致、土地出让容积率与规
划审批容积率不一致、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等问题，
项目开发商不能及时办理不动产登记，业主迟迟
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

为此，临高县政府组织举办了这次房地产有
关政策宣讲会。会上，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根据有关
政策，提出了具体处置措施，承诺将于明年1月完
成金澜湾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

“我们会列出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时限，
压实责任，全力推进金澜湾项目不动产登记相关工
作。”临高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全面梳理县
城各房地产小区所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形成解
决方案，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全国试点的首例门诊慢特病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在海南实现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配套项目
鱼类增殖站动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建平）为保护南
渡江流域水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生物的生存环境，
近日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配套项目鱼类增
殖站。

据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迈湾枢纽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由于工程建设、水域污染、过度捕捞等原
因，天然水域的鱼类种群多样性锐减、渔业资源遭
到破坏。建设鱼类增殖站并实行人工增殖放流，
是有效减轻涉水工程对水生生物资源影响的一项
重要环保措施，对补充和恢复珍稀特有生物资源，
促进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将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保护
水质、水库生态调度、长期生态监测、加强渔政管
理、建设鱼道、建设鱼类增殖站等措施，为鱼类资
源正常繁育创造有利条件，对保护河流生物多样
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刘
操）12月5日，2021年海南省少数民
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创作征集评选
活动评审会在海口举行。

经过专家评审，最终评出获奖奖

项：其中长篇小说类一等奖为《奔跑的
足球》，报告文学类一等奖《逐梦琼中，
黎家山兰酒的前世与今生》，剧本类一
等奖《海南怪兽》，散文类一等奖《一粒
山栏稻的一生》，诗歌类一等奖《在昌

江，饮马草木民间（外二首）》，歌曲类
一等奖《久久见过还想见》，相片类一
等奖《民族织锦奔小康》。12月6日
起，获奖作品名单正式公示，公示日期
为7天。

我省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获奖作品公示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团队
首次走进三沙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组
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团队近日赴三沙市永兴岛开
展第一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活动。

本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活动，是省教育研究
培训院和三沙市社工局自2019年启动“职业技能
培训服务三沙项目”以来开展的第一批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活动，首设中餐烹调师、美容师两项免费
职业技能认定考试。

省教培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活动做到了遵守程序、坚持标准、严格要
求、保证质量。参加考核的学员共45名，其中参
加美容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15名，参加中式烹
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30名。考评成绩合格
者将获得由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机构颁发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学员今后就业、创业的
凭证。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将会同三沙市社会工作
局，进一步针对驻岛军警民的需求，增加培训项目
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种。

三亚举办干部培训班

提升业务能力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李
曼玉 冯晓宇）12月2日至3日，由三
亚市乡村振兴局主办的2021年三亚
市乡村振兴中队、乡村振兴工作队和
帮扶联系人业务培训班（第二期）在该
市举行，旨在提升当地乡村振兴一线
干部政策掌握水平和业务能力，持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培训班精心设置了防返贫机制、
医疗保障、乡风文明和乡村建设专题，
邀请来自省乡村振兴局、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和省社保服务中心的专家进行
授课。课堂上，专家用详尽的剖析、丰
富的案例、鲜活的语言进行解读，就如
何落实和利用给出具体建议，做到“讲
得生动，听得明白”。培训班由海南省
宣传干部培训中心、海南日报文化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2月4日下午，海南环岛高速公路狮子岭互通与海榆中
线交汇口发生拥堵。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澄迈大丰互通匝道与澄迈金马大道
地方平面相交，往来车辆需谨慎避让来车。

扫码看我省少
数民族文化“七个
一”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