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马
珂 实习生王菲）元旦春节将至，人员
流动增加，我省发生输入性疫情风险
增大，为切实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防控策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12月30日，海南省疾控中心发布
节日疫情防控提醒，请符合新冠疫苗
接种条件的群众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节假日，我省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照常进行。

省疾控中心提醒，密切关注疫情
动态，合理规划行程。非必要不出境，
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
的地区旅游、出差、探亲。鼓励错峰返
乡、出行。老人、慢性病人和孕产妇等
特殊人群，不建议安排出行。

凡12月4日（含）以来有陕西省
西安市旅居史，12月6日（含）以来有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旅居史，12
月10日（含）以来有陕西省咸阳市旅
居史，12月12日（含）以来有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旅居史，
12月13日（含）以来有陕西省延安市
宝塔区旅居史，12月14日（含）以来
有云南省昆明市旅居史，12月20日
（含）以来有陕西省渭南市旅居史，12
月25日（含）以来有贵州省铜仁市旅

居史，或与已公布的病例活动轨迹有
交集、重合，发现健康码变为“红码”和

“黄码”的来（返）琼人员，以及接到外
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
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请第一时
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或
所住酒店报备，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
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省外旅游、出差、探亲返琼后，尽
快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并加强自我
健康监测14天。一旦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
咽痛、结膜炎、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
时，不要自行购药、服药，应及时到附
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就诊过程中请
做好个人防护并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活动
史、接触史。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倡导线上团
拜，提倡“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
办”。不扎堆、不聚集。聚会聚餐尽可
能缩短时间，保持活动场所的通风。

海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元旦春节疫情防控提醒——

新冠疫苗接种节假日照常进行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2月30日从海
口市发改委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公立
医疗机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行为，海
口市公立医疗机构车辆停放服务收
费标准自2022年2月10日起执行。

海口市公立医疗机构车辆停放
服务收费标准分为公立医疗机构就
诊者车辆收费标准、公立医疗机构非
就诊者车辆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同时指出，公立医疗机
构就诊者车辆包括当日就诊人员的车

辆、住院病人住院期间陪护人员车
辆。各公立医疗机构的停车设施管理
引入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凡无法区别
就诊者和非就诊者车辆的公立医疗机
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按就诊者车辆
停放的收费标准执行。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 12座以下或1吨以下燃油车，停放5个小时内（含）收取3元，超5

个小时后，每加1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下同）加收1元，24小时

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9元

■ 13座至24座或1吨至5吨燃油车，停放5个小时内（含）收取3元，

超5个小时后，每加1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12元

■ 12座以下或1吨以下的新能源汽车，停放5个小时内（含）收取2

元，超5个小时后，每加1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8元

燃 油 汽
车停放不超过
20分钟（含）、
新能源汽车停
放 不 超 过 30
分钟（含）的车
辆，免收车辆
停放服务费

海口公布
公立医疗机构停车收费标准

就诊者临时停放燃油车5小时收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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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董雅婷

12月29日，“海南全面禁塑周年
看”媒体行活动来到澄迈，探访一家
全生物降解型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海南创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转型之路。

“目前，工厂生产车间有73台吹
膜机组、42台制袋机组，设计规模产
能为1.5万吨/年。”在创佳达的生产
车间内，摆放着多台吹膜机、制袋机
等大型设备，该公司外联部部长区志
成站在机器旁说道。

创佳达成立至今已有 12年时
间，此前做的是传统塑料制品生产加
工。从2019年开始，创佳达调整方
向，转入与禁塑相衔接的轨道，生产
加工全生物降解型塑料制品。

“我们主要做膜袋类全生物降解
型塑料制品，如背心袋、垃圾袋、连卷
袋以及农用地膜等。”区志成介绍，由
于全生物降解型塑料制品有保质期
和储存要求限制，他们一般是订单式
生产。

在该公司生产车间内，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十余名工人正在不同的生
产机组前加工产品。“我们正在做的
是丁村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订的背
心袋，每100个袋子一扎，需要打包
包装。”创佳达的生产工人谭丽花站
在切袋机前，双手快速翻转，从机器
传送带上取下已切割好的袋子，捆绑
成扎、叠放成箱。

拿起一个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其
手感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有着
明显区别：膜袋质感偏软偏砂质，摩

擦声小，撕开延展性良好。更重要的
是，通过光/热氧化作用和环境微生
物作用，这一膜袋可在自然环境中实
现降解。

禁塑工作开始后，本地替代品
产能逐步形成。省工信厅、省发改
委、海口市、澄迈县等协同推进我省
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目前全
省建成11家替代品生产企业，已形
成膜袋3.94万吨、餐饮具1.51万吨、
改性料4万吨的替代品生产能力。
在禁塑背景下，创佳达属于反应灵
敏的行业企业之一，较早地走上转
型之路。

因为部分超市商场客户赶在年
前订货，12月创佳达接到的订单较
多。“这个月我们的产量大概是280
吨，但从今年整体来看，我们的月产
量在200吨至 250吨之间，不算很
多。”区志成坦言，全生物降解型塑
料制品销量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
高，“因为目前有一些假冒伪劣的替
代产品挤占了市场，我们的销量上
不去。”他希望能形成良好的、规范
化的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释放出
市场需求量。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省印发了《海南省禁塑工作突
出问题整治方案》，针对禁塑面临的
形势，按照问题导向，提出22条整改
措施，着力解决目前我省禁塑工作面
临的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使用成本过
高，监管执法乏力且盲区多，以及禁
塑相关政策法规存在执法堵点和市
县严重缺位等问题。

（本报金江12月30日电）

关注“海南全面禁塑周年看”媒体行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邱
江华 通讯员陈燕妮）12月30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社保中心获悉，目前
我省已有22项社保医保业务实现“跨
省通办”。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保医保
业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对接国家
信息平台，打通“肠梗阻”。社会保险
个人权益记录单查询打印（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栘
接续（含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互转、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
认证、养老保险供养亲属领取待遇资

格认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
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
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异
地就医结算备案等22项社保医保业
务，在海南可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网
上业务大厅、APP等渠道实现“跨省
通办”。

此外，我省深度推进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工作。目前全省门诊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229
家，实现全省范围内异地定点医疗机
构全覆盖；开展恶性肿瘤放化疗等5
种门诊慢性特殊疾病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试点，完成全国首例跨省联网直
接结算；我省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
费用直接结算率达76%。

从“传统塑料”到“全生物降解型塑料”，澄迈一企业主动转入禁塑轨道

生产替代品 融入大趋势

⬆ 12月29日，在海
南创佳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人打包全生物降解购
物袋。

⬅ 12 月 29日，
在海南创佳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紧盯生产设
备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 12 月 30 日讯（记者
罗霞）省新闻办 12月 30日举行海
南电商平台禁塑新闻发布会介绍，
《关于推动海南省电商平台禁塑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近日
出台，通过6条共 15项措施，推动
我省电商平台禁塑。

这些措施涉及源头管控、违法
惩戒、社会监督、奖励推动、常态管
控、氛围营造等方面，涵盖了电商
平台禁塑的各个环节，通过正面激
励与负面惩戒相结合，形成奖惩结

合、协同共治的工作机制。
《措施》明确的6条措施中，一

是加强源头管控，阻断名录内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输入，包括要
求第三方电商平台设置提示语，提
醒商家“海南禁止销售禁塑名录内
塑料制品”，并制定相关规则限制
平台内商家的销售行为；要求外
卖、社区团购平台制定禁塑规则，
禁止商家在配送环节使用名录内
一次性塑料制品；要求邮政部门推
动国内快递企业执行海南禁塑规

定，停止揽收“禁塑名录内塑料制
品”邮寄到海南。

二是强化综合执法，形成联合
惩戒机制。明确了执法的4个重点
环节，即仓储、运输、销售、使用，同
时针对违规、违法行为明确了3项
惩戒措施：一是“警示”“约谈”，并
作出整改；二是整改不到位的，按
相关规定移送执法部门；三是涉嫌
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等相关
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公布违规案例，形成社会

监督机制。主要强调“社会监督”，
规定了2项措施：定期将违规案件
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布，接受社会
监督；制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
法，动员社会监督。

四是公开禁塑奖励，形成工作
激励机制。主要强调“奖励推动”，
明确了2项措施：对表现突出的企
业，每年进行一次评比表彰活动；
对作出特殊贡献的员工给予奖励。

五是加强检查督导，形成有效
管控机制。主要强调“常态管控”，

明确了3项措施：建立常态化督导
评估机制；建立常态化网上巡查机
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联络机
制。

六是加强宣传推动，营造禁
塑良好氛围。明确了 2 项措施：
一是政府推动，将电商平台禁售
纳入全省宣传体系，推出好经验、
好做法；二是行业联动，发挥行业
组织作用，推动企业作出禁塑承
诺、组织企业开展禁塑专题推介
活动等。

我省推动电商平台禁塑
出台6条共15项措施，正面激励与负面惩戒相结合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2021年末视频策划《微光》
献给向光而行的你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周娟）2021这一年，有欣喜有悲伤，有猝不及防
的失去和遗憾，也有直击心灵的力量与感动……
12月30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2021年末视频策划《微光》，献给每一位向光
而行的你，全网总点击量约100万。

据悉，《微光》视频选取了3位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讲述平凡人从迷茫到坚定，从困境到突破，
不断拼搏、努力的故事，如不屈服于命运，将自闭
症少年培养成全国残奥会暨特奥会游泳冠军的教
练父亲；追逐梦想、用琴声给患者传递力量的保
安；为生活打拼、游走在黑夜之中的代驾女司机
……《微光》发布后，刷屏微信朋友圈，网友纷纷点
赞留言点赞。

新海南客户端联合海南各市县
融媒中心推出融媒体产品
2021海南各市县“朋友圈”
这些事情够火爆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章慧）万宁冲浪“火上热搜”、五指山热带雨
林服装秀“创意出圈”、琼中女足创造一年“冲甲”
历史……新海南客户端联合海南各市县融媒中心
特别推出融媒体产品《看2021海南各市县火爆朋
友圈的那些事》，通过抽取“关键词”盒子的形式，
回顾2021年海南各市县的精彩事件。

我省今年共查办
“扫黄打非”案件174起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
光耀 牛金虎）2021年，我省共查办“扫黄打非”案
件174起，案件数量比去年翻一番。近日，海南省

“扫黄打非”办公室与省公安厅联合举办查办案件
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办案人员业务水平，提升查
办案件效率。

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我省2021
年共查办相关行政案件158起、刑事案件16起，
案件数量比去年翻一番；收缴各类违法出版物4
万余件，注销备案及关停违法违规网站288个。
其中，海口“茶女郎”聚众淫乱案、万宁林某某等人
非法经营案、琼海李某某非法经营案等3起案件
被列为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联合挂牌
督办案件。

据悉，此次培训安排省内相关业务专家进行
辅导授课，从全国邀请查办案件的“行家里手”前
来举办讲座。受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进一
步理解了新形势下“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性，进
一步理清了案件的侦查和办理思路。

扫码看融媒体产品
《看 2021 海南各市县
火 爆 朋 友 圈 的 那 些
事》，图为融媒体产品
页面截图。

扫码看2021年末
视频策划《微光》，图为
视频海报。

我省对接国家信息平台，打通“肠梗阻”

22项社保医保业务
实现“跨省通办”


